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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当代摄影是往科技方向发展，但是在摄影艺术中，记录下真实事物的同时又
传达了信息，成为了一个难题。如今照片的内涵尤为重要，人们不在追求那些“华而
不实”的风景摄影，打动人心的是能唤起共鸣的摄影作品。  
 

      虽然彩色图像更能附和时代的要求, 更能准确真切地传达情报和信息, 但在风光摄
影中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就是最原始的黑白摄影。它更具有象征性，更富有想象空间，
有其独特的表现力。 
 
      人的情感是彰显创作意图的一种重要方式, 情感的表现促使审美表面升华成审美意
向。在摄影创作中, 拍摄者将内心的思想感悟凝聚在影像中，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画
面的表面特征能够诱发其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形成一定的情感体验, 使其理解拍摄者的
创作意图, 产生共鸣。  
 
       风景摄影中的大自然无疑是最重要的，它除了是摄影师眼中的“模特”之外，同
时它也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本论文研究的关于风景摄影中的情感，就是人
类对大自然的情感。 

    通过对摄影师亚当斯作品的调查，得出摄影并不是要拍摄什么伟大的景色，而是
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以及自己的感情来唤起观众的情感。通过风景摄影的拍摄使人更
加亲近大自然，从自然中吸取灵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山者仁、近水者智。 
 
       每一个地域的自然风景除了能体现这个地方的气候和地貌特征。它还能体现地区
的人文气息，它的存在见证了历史，它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落叶都记录下了时间的脚印。
这些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怀着我对故乡的感激和怀念，又回到故乡。通过黑白摄影
独特的表现方式来表达和记录下我对故乡大自然的情感，同时分享给大家。  
 

＊�过去我对故乡的印象 
 

      故乡对于出国在外的我，除了思念之外，还有感激之情。它是养育我的大环境，
我和父母都在这个大环境里生存着，它似乎在包容也在保护着我们。在我的童年的记
忆里，它没有开发，所以保留着大自然最原始的模样，给我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大自然。 
 
＊ 现在回到故乡的感触 
 
       现在再去故乡的时候，感触更多的是远离城市繁华的寂静，没有机器的喧嚣，没
有欲望的蒸腾，没有名利的争夺⋯⋯在宁静的山树林里，自然、人、心灵，一切都是
和谐的，充满情意，感触到的人与世俗的对峙在这里消失了。回到了人性的本质，无
欲无求的原点，抛开了人的欲望名利与烦恼，置身于这片自然之中，我仿佛与它容为
了一体，变成了故乡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就好像我是这里的一棵树，一颗石子。 
 
      很多年过去我已经长大成人，但我的故乡一直在那里，虽然它也在不断的变化，
但是始终不离不弃。好像在告诉我人生不要偏离轨道，坚持不懈才能成功。 
 
 
 
 



5!

＊ 将来⋯⋯ 
 
      不知道将来的故乡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将来的我对于故乡的感情又会有什
么样的变化，我想要保留住现在我对故乡的感情，以及站在故乡前的感悟，在将来把
这份对故乡的感情用摄影的手法记录下来，成为我与故乡的历史。 
 
          
       结论，本论文通过在光学范畴中黑白灰视觉语言所代表的心理暗示，以及人类对
事物的情感理论研究，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用摄影这种直观却又留有想象空间的方式
传达给别人。也只有这样, 摄影才能成为好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与人们交流或者成为很
好的艺术作品，还是用于商业性的广告都能很好的传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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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

1.1研究背景及目的 
%

      当今科学的发展对摄影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提高，从胶卷机到数码相机，照片的形
式从立得拍到现在的高像素数码照片，这些都是摄影的技术方面的发展。但是在摄影
艺术中，照片的内涵也尤为重要，人们不在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风景摄影，打动
人心的是能唤起大家共鸣的摄影作品。 
%

     �摄影是非语言词汇交流的一种方式，它的最初用途是来记录事物。这就表示摄影
是记录下真实的事物同时又传达了信息，但是如何更好的传达信息成为了一个难题。       
通过在光学范畴中黑白灰视觉语言所代表的心理暗示，以及人类对事物的情感理论研
究，来证明使摄影作品有内涵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用摄影这种直观却又
留有想象空间的方式传达给别人。也只有这样, 摄影才能成为好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与
人们交流或者成为很好的艺术作品，还是用于商业性的广告都能很好的传达信息，引
起共鸣。  
�

1.2研究范围及方法 
 

    本研究是研究在黑白风光摄影中，如何利用黑白灰的视觉语言来传达情感引起共
鸣。风光摄影中大部分人认为一副好的摄影作品必须有好的风景，其实不然，留给人
深刻印象的是有好的内容，有好的思想，那么它就是好的摄影作品。黑白摄影是最原
始的摄影方式，比起有颜色的照片它更具有象征性 , 更显得单纯化 , 更富有想象空间 ，
利用黑白照片的这种特质来拍摄故乡能很好的表现作者对故乡的怀旧情感。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是：首先，调查风景摄影现在的发展状况及问题；第二，就出
现的问题，对风景摄影艺术作品中黑白灰的视觉语言进行理论调查以及人类情感在黑
白风景摄影作品中的表现方式；第三，举例说明情感在黑白风景摄影作品中的重要性；
第四，人与自然的情感理论调查；第五，从作者对故乡大自然的感情出发，进行作品
“山上平下”的拍摄。 
��

1.3 研究用语定义 
 
＊摄影 
 
      摄影 Photography 一词是源于希腊语 Phos（光线）和 Grapho (绘画、绘图)，
两字合起来的意思是“以光线绘图”，也是指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
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就是任何景物以有光的反射，而
人类利用针孔或透镜来摄取其反映过来的影像，再由感光材料作成，可以永久保存的
影像记录，这就是我们通称的摄影。 
 
＊风光摄影 
 
       风光摄影，是以展现自然风光之美为主要创作题材的原创作品（如自然景色、城
市建筑摄影等） ，是多元摄影中的一个门类。从摄影技术诞生那天起，风光摄影就独 
占鳌头。人类第一张永久性摄影作品就是风光。风光摄影是广受人们喜爱的题材，它
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最全面，从作者发现美开始到拍摄，直到与观众见面欣赏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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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给人以感官和心灵的愉悦，能够在一定主题思想表现中，以相应的内涵使人在审
美中领略到一定的信息成分，由此也将使人凭添些过目不忘的情趣。 
 
 
＊黑白灰素描关系 
       
      黑白灰关系, 空间关系, 主次关系共同组成了素描作品的三大关系。在美术创作过
程中, 黑白灰是用来对画面层次节奏归纳概括的一个方式规律, 黑白灰关系简单的说就
是画面的整体调子关系是组成黑白画面基本关系的造型元素 一幅素描如果构图完整,造
型准确,明暗自然, 主体突出, 整体关系完整, 有艺术感染力, 那就是一幅很成功的素描了。 
在色彩中黑白灰的关系就是色彩的明度关系, 指的就是画面的素描关系, 素描加冷暖就
是色彩。 
 
＊“移情说” 
 
    “移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美感是一种心理错觉，一种在客观事物
中看到自我的错觉。它认为，产生美感的根本原因在于“移情”。所谓“移情”，就
是我们的情感“外射”到事物身上去，使感情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也就是把我们人的感觉、情感、意志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使原本没有生
命的东西仿佛有了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 
 
 
＊“山上平下”定义 
         
从字面意思来看，“山上平下”就是山是在大地上面的，地是在山下面，也就是大自
然原来最真实的样子。为什么山是在地上面，地在山下面，水为什么从山上流下来�

�这些都大自然的规则，并且在循序渐进的发展变化着。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记录下作 
者眼中的故乡大自然的模样，从作者对故乡大自然的感情出发，拍摄了只有从作者的
眼睛里才能看见的“山上平下”。�

 
 
 
2.摄影发展简史及意义 
 
2.1 摄影发展简史 
 

     早在十六世纪，艺术家们就利用照相暗盒（Camera obscura）来记录光影。
这种早期的照相设备并不能产生出照片，它只是利用一个黑暗的屋子的一堵墙上的
孔，将外面的景物投射到平面上，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针孔成像，为之后的照片奠定
了基础。 

 

     历史上第一张摄影照片是在 1826 年由法国科学家 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 在他的家中拍摄的，名为《在 Le Gras 的窗外景色》（如图 1）。这张照
片显示的是他家的楼上看到的窗户外的庭院和外屋。而拍摄的方法是通过在针孔照
相机内的一块沥青金属板上曝光形成的。他的合伙人法国画家 Louis Jac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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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 Daguerre (1789-1851)在其成果基础上发明了银版摄影法，并于 1839 年
8 月由法国政府宣布获得摄影术专利。 

 

                              

图 1：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 拍摄的《在 Le Gras 的窗外景色》 

 

     没有相机就没有摄影，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是由柯达应用电子研究中心 Steven 
J.Sasson 于 1975 年发明的，原型机名称为“手持电子照相机”（如图 2）。在拍摄 
方面，这台最古老的相机曝光时间为 50 毫秒，记录一张影像需要 23 秒，每盒磁带可
存储 30 张照片。 
 

 
 

图 2. 柯达应用电子研究中心生产：手持电子照相机 
 
 

      在官方记载中说道：“（我们）创造出一部无胶卷手持相机，通过电子方式拍摄
黑白静像，并将它们记录到不太昂贵的音频级盒式磁带机上。磁带机应能从相机内取
下，并插入到播放设备，以便在电视上观看。”虽然从现在来看它体量巨大，但在当
时而言它可是首部“便携性数码相机”，意义重大。也对以后的数码相机，摄像奠定
了基础。 
   

2.2 摄影发展方向     

   

      摄影在世界上真正兴起，不过是二、三百年来的历史，而摄影真正融入我们生活
中，渐入佳境，成为艺术，也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从历史中我们了解到第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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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照相机⋯⋯直到科技发展到今天，曾经只记录静止时刻的照片，而现在发展到
动态的摄像，以及连锁的产业：电影，新闻，TV，广告，CG, 4D⋯⋯等等，所以说
摄影对科技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虽然摄影一直都在往科技方向发展，但是真正的
摄影艺术往真实性，原创性发展了。 

 

2.2.1 风景摄影的发展方向 

 

     好照片的衡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说这种现象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照片为什么能打动人。那些漂亮的风景照片肯定能够引起绝大多数
人的注意和赞美。但大家注意一个现象，20 年前，某人拿一批西藏的照片，所有人都
会觉得了不得，认为拍得好。但现在，恐怕你拿出来，别人一看就会嘀咕，这有什么，
我这儿也一堆呢！西藏的天就是那么蓝，谁拍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不
稀奇了。原来早先他们感动的不是你的摄影能力，而是那些原来不容易看到的风景。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摄影还是一件奢侈的事，绝大多数的人们不具备这种条
件，于是摄影师成了一个地位的象征，摄影师的照片天然就具有一种吸引眼球的优势，
人们的赞叹中，有势利的因素。现在摄影已成了一般大众的普通消费行为，你再拿一
张颜色真实、成像质量上乘的风景照片已经不具备任何优势了。反过来，在风景摄影
拍摄的过程中，带着自己独特的感情，独特的视角。比如，同样是在一个地点，有很
多人去拍摄，但带着感情不同的角度拍摄出来的照片，可能大相迳庭，除了拍摄的物
体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之外，也与拍摄的人的阅历有关，和所学接触艺术的多少也有
关。所以说现在摄影的发展方向是独特性，情感性。 

 

       好的照片一定会在某处触动观看者内心的某种情感、某种发现、某种期待。让人
觉得你做了一件他所不能做的事，他所没有看到的景象，他所没注意的一段情感。   
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它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
这种刺痛和触动表面上是从照片上来，实际上是照片中所传达出的、复杂的对象信息
和拍照者个性化的观看态度造成的。如果摄影师没有这种发现和截取的能力就不会有
这样的照片，所以摄影师的观点才是照片成功的保证。 

 

2.2.2 风景摄影中摄影技术及后期制作的理解 
 

2.2.2.1 风景摄影中摄影技术的调查及理解 

 

风景摄影想要得到与众不同或者脱颖而出的优秀佳作，自然也是不容易的。因在

户外常态条件下拍摄出来的照片，都是差不多的调子，人力难以改变大自然的环境而

获得较佳的照片。户外光源虽然随处可得，拍照简易；但若想要得到张张完全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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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模式，则远比室内摄影棚可任意调整光源的拍照方式要困难得多。太阳的自然光

源不可能听任我们的指使，我们只能尽量利用平时所学的知识，多去运用与掌握采光

技术，以产生较佳的拍照效果。 

 

利用外景摄影最容易拍的特性来多加练习，我们已经知道，户外摄影随处可拍，

而且可拍出不错的照片，所以在有安全性的自然保障之下，只要懂得基本曝光摄影理

论者，几乎都可以成为一位不错的外景“摄影师”。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糖水

片”，如果想拍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照片，那么就要融入感情，用摄影在记录风景的同

时，也记录下你的心情。 

 
2.2.2.2 摄影后期制作的意义 
 
     当摄影不在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用前期后期去制作的美丽画面，那么就失去了自
然界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它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摄影关键的是情感而不应该是单纯的技巧练习。不要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而

拍照，很多人在技术问题上纠结，比如什么样的环境下光圈是多少；在九宫格
中应该怎么样构图等等。如果只为了解决技术问题而拍照，就像是研究技术的
实验员，而不是摄影师。” 
                          ——Bruce Barnbaum(顶级风光摄影师，摄影教育家)    
 

 
      当然不能说技术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你的照片技术一流却没有陈述任何东西，你
就不能创造出什么价值。摄影要长期面对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实是，它是一种同时
代表艺术和科学的艺术载体。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平衡可谓是一个挑
战，我们往往很容易就会向其中的任何一方倾斜从而损害了影像的力量。当天平倾向
于科学技术这一方时，技术完全接管了摄影。当像素成为比摄影内容更重要的指标时，
摄影的真正意义就丢失了。 
 
 
     这些使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容易被拿来讨论，甚至到了一些通过技术细节来判定
照片好坏的程度，而对于摄影的艺术性却没有丝毫判断。这样的事情还同样发生在
Photoshop的工具变成主宰，摄影师不再将兴趣放在相片本身。摄影不仅是一个载体，
用来传达人们实际的思想，它还是一门富有创造性的艺术。不仅是作者观众也是，应
该多去考究照片的艺术性，以及传达信息或者共鸣的作用。因此，只有在清晰和明确
地传达了摄影师的理念时，强调技巧才是合理的。 
 
 
2.3 摄影的意义 
 

2.3.1 摄影－摄影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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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摄影紧密相连的就是摄影师，如果没有摄影师去捕捉影响就没有摄影，所以摄
影就是摄影师记录下他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图像信息；而这个信息并不是什么虚幻的，
而是摄影师眼前他眼睛真实看到的场景，以及摄影师站在风景前的一瞬间。也许那一
瞬间触动了摄影师的某根神经，然后摄影师用照片的形式把这一瞬间，这一场景记录
下来展现给大家，传达信息，引起共鸣。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摄影师用他独特的视角，
来记录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 
 
     作品蕴含着怎样的价值是关键, 至于应用了什么技法, 属于什么艺术流派,  那都是暂
时的、次要的因素。正如摄影诞生早期艺术摄影家罗宾逊所言:“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
应依据其所使用的方法, 而应根据作品自身的价值”。对艺术家而言, 目标决定手段。
手段是可以改变的工具, 目标则是矢志不渝的追求。 

 

2.3.2 摄影－信息的传达作用 

 

     现在是信息时代，图片在信息传递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越来越多
的报纸上，图片已从不起眼的配角向主角转移，这证明摄影图片的信息技术的重要性。
它除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外，对社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用一张图
片就能说明在什么环境下发生的什么事情，比文字更有亲切性，更直观易懂，更有准
确性。 

 

     例 1,在《国家地理杂志》网站中关于“地球一小时”（也称“关灯一小时”，是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 2007 年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
政府在每年三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20：30~21：30 期间熄灯 1小时，以此来激发人们
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以及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思考，表明对全球共同抵御气候
变暖行动的支持。）的照片，就很好的起到了宣传作用。如图 3是 2013 年 3 月 23
日中国香港地区的夜景，活动在 pm8：30 开始之后，就变成了图 4. 同样在法国在活
动之前图 5，活动之后图 6。 

 

     

         2013.3.23 日地球一小时活动中国香港地区（2013 年因与复活节日期冲突，故提前至 3月 23 日） 

                      图 3. 2013.3.23                                  图 4. 2013.3.23 pm8：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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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3.23 地球一小时活动中法国埃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 

                         图 5.2013.3.23                                      图 6.2013.3.23 pm8:30~9:30 

 

通过照片在网上的宣传，让人们很好的了解到这个活动，以及去呼吁大家一起保护环
境，让全球变暖问题得到解决。 

 

    例 2：在摄影师 Joel sartore 的作品《Greatest hits》（如图 7）中描述了成千
上万的沙丘鹤栖息在普拉特河, 形成生活的沙滩, 他们的年度迁徙停留在罗奥杜邦避难
所。由于河水完全供城市地区和农业, 很多人使用后直到大河干涸。大约 600000 到
800000 起重机把仅几英里内布拉斯加州中部的河流地区, 清除了木本植被, 鸟已经没
有地方可以去。 

 

 

图 7. 摄影师 Joel sartore 的作品《Greatest hits》 

 

 

     通过这张鸟迁移的照片，让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鸟迁移的庞大，另外还可以让读者
站在他们没有到过的地方，看到鸟的迁移。还能让人们感受到动物的情感，呼吁人类
保护环境，不要破坏它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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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在真实而准确的表现不同的事物时，也同时传达给了观众人文信息，文化内涵。 
今天的数码摄影技术加快了记录信息的速度，更适应了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适应了竞
争激烈的商业广告。摄影在合理地运用视觉流程和最佳视域，组织好流畅的视觉导向
的同时，从视觉上引导人们了解信息，更人性化，更严谨。 

 

2.3.3 摄影－与观众的共鸣 

 

      摄影除了给观众传递了信息外，还把摄影师的感受也同时传染了观众，使观众有
言有尽而意无穷，一幅好的作品是这样的。美的风光拍出来也应当是美的，这种想法
是不对的，原因是我们把摄影太理想化了，在一些摄影师大师眼里，不美的或不大引
人注目的也能拍出好作品来，他们借景抒情，这种抒情去引起人们共鸣。  

 

     

   图8：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关于皮草公益广告           图9：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公益广告    

              

      照片在摄影师拍摄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所要传达的信息，这个信息是由摄影师
所决定的。从摄影对社会的作用来讲，它很好的把社会和人类自然，三者联系到一起，
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密切。除了传达了信息之
外，照片会根据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与观看的人产生一种共鸣，起到了呼吁的作用，这
个时候，有意义的题材就出现了，比如，环境污染，保护动物，战争与和平，节能减
排，就是公益题材（如图8.9）。它唤起了人类的道德，起到了共鸣，传播了有益的社
会道德观念，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 

       

 

3.情感在黑白风景摄影作品中的作用     

3.1 摄影中黑白摄影的理论调查 

      从色彩的角度把摄影分类：一种是彩色摄影，一种是黑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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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 世界正步入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 不容置疑彩色图像更能适合时代的要
求, 更能准确真切地传达情报和信息,更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
彩色的世界里 , 黑白摄影以其独特的表现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如图10.11）, 深深吸引
着无数摄影爱好者。 
 

�� �
�

                    图10. Damien Vassart 黑白摄影                  图11. Damien Vassart 黑白摄影 
（图片来源于摄影师个人主页：http://www.damienvassart.com） 

 
 

从历史看黑白摄影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黑白摄影：摄影技术术诞生那天起，风光摄影就独占鳌头。前
面已经介绍过，人类第一张摄影作品就是风光黑白摄影。自1839年8月19日, 由 Loui
s Jacques Mande Daguerre 在法国科学院将其银版摄影法公诸于世之日起, 摄影已
走过了一百六十一年的历史。黑白摄影是所有种类摄影的启蒙，也是溯源。所以说，
黑白摄影给人一种怀旧，原始的感觉。黑白摄影也奠定了彩色摄影的基础。 
 
从生理看黑白摄影 
 
     从生理的角度来讲，人眼里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分布在视网膜周围的杆细
胞约有1亿多个，而杆细胞对黑白极度敏感，即使1/10000000w的微弱亮光也能感
受到。而人眼视网膜中央的锥细胞只有700个左右，分辨2万多种彩色和色调的差异。
故此，人眼对黑白的感觉比对彩色的感觉视敏度要高的多。 
 
从心理学看黑白摄影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力的认知活动是有选择性的，当人们接受外界事物刺激时，大
脑神经中枢会根据视觉的信息作出判断，在利普斯的“ 移情说”和梵隆里的“内模仿”
说，都强调这一点，黑与白具有优先唤起视觉神经感知的特点，在心理学角度中研究
认知黑, 白, 灰的特性, 很具视觉效果。同时，黑白灰具有优先唤起视觉神经感知的特性, 
从视觉上能到起先入为主的作用. 因此，在摄影创作中加以恰当地运用,不仅能引起观
赏者的注意力,而且能打动他们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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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看黑白摄影 
 
     在绘画创作过程中, 黑白灰是用来对画面层次节奏归纳概括的一个方式规律, 黑白
灰关系简单的说就是画面的整体调子关系是组成黑白画面基本关系的造型元素。在色
彩画中黑白灰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如果只有色彩却没有黑白灰，那么所绘画的物体就
没有立体感。同样用光影来绘画的摄影也要注重黑白灰，因为它造就了整个画面的层
次和立体。 

     由于黑白摄影是把五彩缤纷的彩色世界转换为朴实尤华的黑白灰,把丰富的彩色关
系概括和凝炼成单纯的黑白灰的阶调关系来表现被摄物体, 因此, 这就需要摄影家在实
际拍摄时能透过被摄物体外表的华丽“彩衣”, 运用黑白摄影的特殊语言将景物朴素无
华的“真身”显现出来。 

 
从摄影看黑白摄影 
 
     最后从体现摄影家的思想内涵和创作意念来看, 相对于彩色摄影, 黑白摄影更具有
象征性 , 更显得单纯化 , 更富有想象空间 , 这正是黑白摄影的最大魅力之所在。所有黑
白照片都需要好的黑色，白色及两者之间的灰色影调，但不一定在整个画面中必须有
黑色, 灰色, 白色, 有时候单独的黑色或者白色也能与观众达成情感上很好的交流。 
 
 

3.1.1 黑白灰的造型语言 

 

＊黑色  

      在光学范畴中, 黑色处在光谱色带的紫外一端,它能吸收一切的色光。由于黑色不
反射色光, 因此, 不怎么刺激人的视觉神经: 在黑凸摄影中黑色与白色、灰色相比, 具有
一定的收缩特性。 

      当人们观察黑、白、灰三块同等面积的色块时,便会惊奇地发现, 黑色的色块似乎
比其它色块要小些, 这是由于人们的视错觉产生的特殊效果、因此, 在画面中有了黑色
的介入, 空间的透视关系变得较为强烈, 景物的层次较为分明, 画面影涮关系浓淡有序,
但是, 黑色在特殊的影凋关系中, 也会出现反常现象。例如: 在高凋画面中的黑色并不收
缩却一反常态, 挺身成为画面的视觉中心。这是因为高调的影调关系是大面积的白色包
围小面积的黑色, 黑色在大片的白色烘托和映衬之下, 其造型语言特性异常地活跃。相
反, 在大面积的黑色的低凋画面中, 黑色又呈现出深邃、神秘的语言特点。 

 

 

＊白色 

 
      在光学范畴中, 白色处在光谱色带的红外一端, 与黑色相距最远, 是黑色的对立面。                          

      白色不像黑色贪婪地吸收一切色光, 而是无私奉献出(反射)一切色光。从颜色的特
性上看, 黑色属于重色, 具有收缩性, 在画面里故而最其小，而白色属于轻色, 具有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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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画面里故而觉其大。如果在以黑色为主的画面中、任何一种色彩会随着其明度
的级别向前扩展, 明度越大其扩展的速度也就越快, 对人们的视觉感受刺激也就越大。
而白色的明度最大, 它的扩展速度和膨胀性最大, 对人们的刺激也就最强烈。必须指出
的是, 画面中黑色的深浅程度决定着白色的扩展速度和膨胀性, 黑与白的造型语言应该
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比而发展。 

        

     当大片的白色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时, 又可以给人以最大的联想, 营造出美妙的境
界。因为“空白”总是诱导着人们的思维。由于白色对人的视觉刺激最大, 所以在黑白
灰中对白色要处理得恰到好处, 才能显示出白色造型的语言才华。如果处理得不好,白
色就含毫不客气地到处表现自己, 成为画面造型中的累赘。 

 

＊灰色 

 

    在光学范畴中, 灰色处于光谱色带的红外与紫外之间, 对色光是有选择地吸收。灰色
处在黑与白之间, 属于中性, 其势力范围最大。从黑到白的六百多个阶调中, 灰色占据绝
大部分, 它与黑色和白色亲密无间, 起着抑制、加强、缓和、调节黑白之间关系的重要
作用。在黑白摄影艺术里, 灰色是灵魂。灰色对黑白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灰色能扩展
和缩短黑与白之间的距离, 灰色在黑白中的的阶调少，黑白之间的里程就变短, 给人的
视觉感受就鲜明而强烈, 画面影像就会显得纯洁而悦目。相反, 黑白之闻的里程就会变
长, 给人的视觉感受就柔和而抒情, 画面影调就显得细腻而丰富。 

    灰色的造型语言十分平和, 但不奉行中庸之道。在低凋的画面中, 深灰色占了大部分。
在高调的画面中。淡灰色控制了大部分。 

    在黑白灰的造型语言中,白色使人兴奋, 黑色让人沉静, 而灰色给人平和。平和的灰色
在黑白摄影中能形成丰富的层次, 细腻的影调, 能使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多情的思索。 

 

3.1.2 黑白灰的情感语言 

     

    通过时代，历史，民俗，地域以及人类的生活阅历总结的颜色代表情感区域： 

    白色：往往被抹上了纯洁、清新、飘逸和高雅的感情色彩。从摄影造型和视觉感受
上讲, 白色具有膨胀和炫耀性, 因此最容易引起观赏者的兴奋情绪。 

    黑色：具有深邃、浑厚、凝重、严肃等情感方面的特性。黑色会给人一种重量和收
缩的感觉,往往有助于营造一种沉静的情绪气氛。 

    灰色：是平静的, 有着细腻、柔和和朴素的情感特点。因而能使人的情绪产生一种
宁静而平和的感受。 

    黑白灰三种调子有着自身的造型特性, 这些特性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视觉感受和生理
感受。在黑白摄影中只有把白色的兴奋、黑色的沉静、灰色的平和三者很好的融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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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使之相互烘托、 相互作用, 才能形成画面中的兴奋、沉静及平和这三大情感区域。
而这三大情感的交响, 也正是黑白摄影特殊语言的魅力所在。 

 

3.1.2.1 三大情感区域与影调结构的关系  

 

     黑白灰是组成黑白摄影的最基本的元素, 而这些元素自身都渗透着各自的感情成分。
所以, 黑白摄影中黑白灰的不同组合可以营造出影响人们感情的各种影凋效果。 

     高调作品以白色为主, 画面里的白色影调形成了大面积的兴奋区域, 最能诱发观赏
者明快、轻松、亢奋的生理感受。而高调中的黑色, 由于与白色形成对比因素而失去了
沉静的特点, 显得异常的突出, 而且富于跳跃感, 往往成为画面的趣味中心。而低调作品
是以黑色的沉静区为主的, 画面中大面积的黑色能产生一种庄严、深沉、神秘的情绪。
在沉静区中的白色显得相当活跃, 一般也是画面中主体所在。高低调的影调的产生, 实
际上是摒弃了一定面积的灰色, 减小了平和区的范围, 相应强化出兴奋和沉静的特殊影
调结构, 从而也营造出特定的情绪氛围来影响观赏者的感情。         

     中调以灰色为主, 画面影调给人的感受是细腻、柔和、安宁。灰色不像白色那么
“傲慢”, 也不像黑色那么“消沉”，灰色犹如黑与白之间的一座桥梁、灰色阶调少,
黑与白之间的里程就短, 画面影调结构鲜明而悦目；反之, 黑与白之间的里程就长,
画面影凋结构细腻而丰富。  

     由于中凋平和区域的面积和形式不像高低调那么明显, 所以中凋的区域处理较为复
杂, 中间里的黑色多, 影凋趋向低调, 中调里的白色多, 影调趋向高调。努力扩展灰色的
阶调, 才能使中调作品达到真正的“平和”。但是, 如果一味追求灰色影调, 忽略了白色
和黑色的骨架和烘托作用, 反而会削弱灰色在黑白天地中的神韵。 

     在处理黑白灰三大情感区域与影调结构的关系时, 应该避免沉静区里只有灰色(这样
会太沉闷)、平和区里只有黑色(那样会太软弱)、兴奋区只有灰色(太轻飘)、平和区里
只有白色 (太平淡)的情况。只有做到了黑、白、厌三种情感区域的水乳交融,才能真正
铸造出黑白特殊语言的魂魄。 

 

3.1.2.2 三大情感区域与构图形式的关系  

 

     从摄影构图的一般规律看, 画面由主体、陪体及背景三大要素组成, 而黑白灰三大
情感区域正好适应构图一般规律的需要。 

     例如低凋的构成: 主体(白色)为兴奋区, 陪伴(灰色)为平和区, 而环境背景(黑色)为沉
静区。另外, 构图时只要遵循黑白灰三大情感区域互相映衬的原则。就可以增强画面的
空间感和透视效果。当然, 充分运用黑白灰三大情感区域之间多种复杂微妙的组合, 会
使画面上出现各种影调效果和构图形式。 

     这是一个从主观构思到客观显现的复杂问题,但是无论怎样结构和安排, 观赏者都会



21!

随着黑白灰三大情感区域的彼此关系的变更和构图形式的变化, 产生新的视觉感受, 并
由此而引发情感上的涟漪。 

 

3.1.3 黑白灰的关系语言 

 

统一性 

 

     黑白摄影的画面是由不同等级的黑白灰影凋组成的,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对比而
存在、互相烘托而发展的。黑白灰的互相融合, 能形成多种的影调关系结构。浅灰到白
的影调层次形成明快而不晦暗、淡雅而不单凋的统一关系, 深灰至黑的影调层次构成了
深沉而庄重的和谐关系, 由浅灰到深灰的影调层次产生了丰富而细腻的柔和关系。黑白
灰影调关系形成浓淡相问时, 画面就富有鲜明的节奏韵律。黑白灰影调关系形成以大衬
小时, 则起到画龙点睛、抢夺视觉的作用。 

     黑白灰影调关系形成相互融合时, 最能充分地表现出被摄物体的立体感、质感和空
间感。同时也能满足人们视觉上和心理上的感受。有序而丰富的阶调, 最能体现出黑白
灰影凋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在黑白灰影调的关系中, 灰色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灰色阶调
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画面影调的和谐程度。如果没有灰色也就失去了黑白灰影凋的统一
性。 

 

矛盾性 

 

     如果画面中的黑白影调关系形成黑白分明, 黑与白两个极色产生对比, 互相排斥、
互相撞击, 则表现出黑白灰语言的矛盾关系。 

     含蓄是艺术根本, 是创造艺术意境的魅力所在。黑与白的矛盾性, 能显现出简练而
含蓄的艺术境界。黑与白的矛盾对比, 给人以简洁、干练、单纯、明快的感受。画面中
失去了丰富的影调层次米表现细节, 只有概括而含蓄地表露出被摄物体的轮廓与线条。
由于黑与白的互相映衬, 画面中的白色“细节”只有在黑色里才得以刻画; 而黑色的
“微妙”之处, 只有在白色中充分体现。黑与白的互相撞击, 迸发出简洁而明快的火花,
造成了单纯而不单调, 简练而不简单的含蓄意蕴。 

     黑白分明, 产生强烈的对比, 黑与白的组合, 谱写出粗犷而雄厚的感情乐章。黑与白
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摒弃灰色的结果, 是充分利用明暗反差构成了特有的画面形式。黑
白的矛盾是系同影凋优雅、层次丰富、质感细腻的中凋相比, 似乎缺少了细腻和柔情,
这并不等于黑与白的矛盾之中没有或缺少情感。相反, 从黑与白的矛盾之中能领略到一
种特有的果断而明快的情感节奏, 集中而凝练的情感色彩, 概括而强烈的情感冲动。 

     无论是大面积的黑色衬托着白色, 或者反之, 画面均有一种素雅而悦目的视觉效果。
这是因为画面中的影调结构, 已经高度凝练和概括成黑与白的两个极色的矛盾关系,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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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灰色阶调在两极对比中被弱化, 呈现在画面中的是优美的轮廓, 明快的结构, 生动的
线条。粗犷的对比, 从而使画面产生了十分鲜明和悦目的视觉冲击力, 

      黑白灰的影凋关系正是在相互对比、互相排斥的矛盾过程中, 达到互相作用、互相
映衬，互相依赖的统一和谐的目的。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黑白相间，相得益彰，简
明概要的说明了黑白灰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 

 

3.2 人类情感在黑白风景摄影作品中的影响 

3.2.1 人类情感的理论调查 

 

       情感是人受外界刺激产生的心理反应, 如喜、 怒、悲、恐、爱、憎等。情感源于
内心, 彰显于外表, 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 又伴随着人的立
场、观点、生活经历而转移的。 

       人们在观察和感知生活时, 并不是被动的接受生活信息, 而是融会了思维, 潜藏了
主观意图, 在身边的场景上打上了个性印记。艺术创作是人们再现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 
它总是带有情绪、情感的烙印。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
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 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
达出来”。拍摄者如果要避免使摄影沦为单纯的光学记录手段或生活的简单复写机, 就
要在创作过程中融人情感, 使摄影作品有血有肉,也只有这样,摄影才能成为艺术创作, 成
为人们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手段。 

 

      移情说最早是由德国费肖尔父子（1847～1933）提出的，F·费肖尔
（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移情现象，把移情作用称为“审美
的象征作用”，这种象征作用即通过人化方式将生命灌注于无生命的事物中。R·费肖
尔在《视觉的形式感》中把“审美的象征作用”改称为“移情作用”，他认为审美感
受的发生就在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实现了感觉和情感的共鸣。费肖尔的移情作用是由我
及物和由物及我两个方面的统一，立普斯和谷鲁斯各持一端并予以发挥，分别形成了
移情说两个变种：同情说和内摩仿说。同情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心理学家T.立普
斯（1851～1941）其代表作为《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觉》（1879年）和
《论移情作用》（1903年），他认为美感的产生是由于审美时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投射
到审美对象上去，将自身的情感与审美对象融为一体，或者说对于审美对象的一种心
领神会的“内模仿”，即“由我及物”或“由物及我”。  
 
����“移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美感是一种心理错觉，一种在客观事物
中看到自我的错觉。它认为，产生美感的根本原因在于“移情”。所谓“移情”，就
是我们的情感“外射”到事物身上去，使感情变成事物的属性，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也就是把我们人的感觉、情感、意志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使原本没有生
命的东西仿佛有了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产生物我同一的境界。 
       
     直观与情感直接结合从而使知觉表象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是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
是主体把自己的感受、情感和思想注入对象使之染上主观色彩的结果。因而美根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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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移情活动，美的本质和核心就是移情现象。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照审美对象时，
就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 
 

      李普斯以移情原理为中心，在他的《美学》一书中对审美经验作了系统的论述。
他指出，美的价值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价值感，移情是审美欣赏的基本前提。他把移
情区分为4种类型： 
 
     ①一般的统觉移情，给普通对象的形式以生命，使线条转化成一种运动或伸延。 
 
     ②经验的或自然的移情,使自然对象拟人化,如风在咆哮、树叶在低语。 
 
     ③氛围移情，使色彩富于性格特征，使音乐富于表现力。 
 
     ④生物感性表现的移情，把人们的外貌作为他们内心生命的表征，使人的音容笑貌
充满意蕴。 

 

3.2.1.1 情感的表现 

      情感是彰显创作意图的一种重要方式, 情感的表现促使审美表象升华成审美意
向。在摄影创作中, 拍摄者从形式到内容深刻，挖掘被摄对象的审美色彩, 直接构筑
强化与概括生活本身的审美境界, 将内心的思想感悟凝聚在影像中。欣赏者在审美作品 
时。画面的表征能够诱发其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形成一定的情感体验, 使其理解拍摄者
的创作意图, 被作品感化。艺术思维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渗透着、伴随着与之相应的艺术
情感, 是艺术情感之所以成为艺术创作和艺术思维的重要特征之一。 

      摄影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 总是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审视被摄对象, 对被摄对象进
行审美改造和艺术加工, 自觉或不自觉的将自己的态度、情绪融入到作品当中。因此,
创作主体塑造的摄影艺术形象凝聚着主体的审美认识和审美情感, 它的审美情感直接支
配着整个摄影艺术创作过程, 从具体的取景、 构图、布光到后期制作。 

 

3.2.1.2 情感的潜藏 

       在摄影艺术创作过程中, 审美情感对摄影艺术创作的支配, 还体现在主体情感表现
形式的多样性： 

     一方面,拍摄者直接抓摄现场瞬间氛围和人物瞬间情绪,直接拍摄被摄对象的喜、怒、
哀、乐、 悲等情感, 深入发掘心灵深处的情感变化; 另一方 面, 拍摄者或“寓情于景”
或“借景抒情”, 将主观情 感潜藏在客观写实的艺术形象之中, 通过对题材的选择, 主
题的提炼, 构图的取舍和光影的控制, 不知不觉将自己的主观情绪和情感揉进了艺术形
象中。 摄影固有的纪实属性决定了纪实形态是摄影艺术主体情感传达的主要形式, 但
后者往往对内涵和情感的表达更含蓄、更有意境, 与传统的绘画和诗歌一样,多借助自
然景物而呈现为一种情景交融的诗情画意。摄影家开拓意境, 或以“情”传神, 或以
“神 似”求“形似”,或在“有限的画面”中表现无穷的 “画外画”和“像外像”，
情和景交融互渗, 发掘出最深的景, 一层比一层更深的情, 呈现为一种在有限画面中表现
出无限理性外延的意境。因此, 艺术是情感、凡是真情横溢的作品, 无疑是想象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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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力强的作品。摄影家的感情和艺术构思必须借助于恰当的、具体的客观形象, 表现
出深广的内容。 

 

3.2.1.3 情感的升华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 不仅包括摄影家所反映的生活, 还包括摄影家对社会生活
本质的发掘。摄影作品不仅要能满足人的视觉愉悦感, 更应有关照人的心态和揭示人的
本质, 创作目的也不仅仅是再现客观事物和形象, 而是应当考虑如何揉合进作者的情感,
使作品超越有限的方寸具有更深邃的内涵。摄影艺术作品作为审美意识的物化形态, 其 
内容不是纯客观再现的生活, 也不是逼真摹写的生活, 而是经过艺术概括, 饱浸着摄影家
思想情感、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的生活, 是一种心灵化的生活和心灵物态化的生活。 

 

3.2.1.4 情感的共鸣 

 

       摄影艺术的情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被摄对象的客观情感、拍摄者的主观情感和
欣赏者生发的情感。被摄对象受拍摄者创作意图的摆布, 其客观情感并不客观, 只是客
观情感经拍摄者表现后的形式。  

       因此, 摄影作品的情感归根结底仅包含两种形式, 一是拍摄者表现和潜藏的情感, 
一是欣赏者生发的情感。摄影作品情感的传达是一种双向运动, 拍摄者和欣赏者通过画
面造型达成情感上的交流, 两者如果形成默契就可以形成共鸣, 使情感的传递达到最优
的效果。在摄影艺术鉴赏时, 鉴赏主体所体验和生发的情感, 往往与创作主体表现的情
感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 这种不一致产生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因素是内心
情感的复杂性和转移性; 主观因素是摄影创作主体的态度和鉴赏主体的态度。  

 

3.2.2 事例说明 

3.2.2.1 亚当斯的黑白风景摄影作品中的情感表达 

 

      通过风景摄影的拍摄使人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加接近山、水，从自然中吸取灵性，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人有了摄影这种艺术活动，通过艺术创造领
悟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了解到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进而拓展人们的有限生命。溶
入无限广大，久远的大自然之中。 
        
      在风光摄影师中，最著名的美国摄影师Ansel adams（1902年2月20日-1984
年4月22日），Ansel adams用“纯粹”的摄影艺术去表现真实美丽的世界，唤起摄
影家对纯粹摄影艺术表现特性和伟大潜力的注意。(如图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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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Ansel adams 风光摄影                  图13 Ansel adams 风光摄影 
 

 
 

       Ansel adams认为，摄影家正如其他摄影师一样，选择自己有独到性的事物和领
域，去表现世界。他正是这样规范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在他六十多年的摄影创作活动
中，一直以风景摄影作品驰环宇。可以说亚当斯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他的风景照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画上没有人物，与社会、历史不发生联系，也
没有新闻要素，但是他的作品所表现的美感，是超乎人的一般感受的。 
 
       
       他从青年时代就迷恋着的约塞密提，这里的风景是他创作的不竭的源泉（图
14.15）。更有趣的是亚当斯拍摄的富有诗意的约塞密提的风景摄影作品，不仅使这
里吸引了千百万游人，使Ansel adams获得有“约塞密提大师”的声誉，而且使得美
国国会在1916年通过了国家公园法，开辟约塞密提为国家公园。 
 
 

   
 

      图14  Ansel adams 拍的他的故乡约塞密提       图15 Ansel adams 拍的他的故乡约塞密提 
 
 
 

 Ansel adams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所热爱的摄影艺术也发挥
了如此显著的社会功用，只有对拍摄物有了感情再去拍摄才能成功的记录下自己眼中
的世界，才能很好的传达作者要传达的信息，更好的与观众有沟通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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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Bae Byeong-U 黑白松树摄影作品 �

 
 
    韩国作家 Bae Byeong-U（��Ð� 他的冥想景观照片， 第一次上升到突出在他的
国家。他的松树系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正在进行》描绘松树林，松树是韩国的国树，
代表长寿。他在采访中说：“不要把摄影太艺术化，把手放开。我照的松树林并不是
很远的地方，就是在我的眼前。”          
 
    “사실%‘왜%소나무가%한국적인가’라는%근거는%뒤늦게%찾기%시작했다.%겸재의%그림을%
파고들었더니%소나무가%우리네와%정말%친숙하더라.%집에도,%관(棺)에도%소나무가%쓰이고%

무덤가에도%소나무가%서%있었다.%내가%우리나라의%상징을%붙들었구나,%싶었다.”%%%%%%%%%%%%%

��������������������������������������������������������������������������������������������������������������������－��� �

%

          

 
 

                  图16 韩国作家Bae, Bien-U拍摄得《松树》（http://www.bbuart.com） 
 

 
 

图17 韩国作家Bae, Bien-U拍摄《松树》（http://www.bbuart.com） 
 
 

      他选择在庆州新罗时代的古坟附近拍摄的（图16.17），整个系列只在自然光下
拍摄，雾和过滤阳光的自然效果的图像质量，使他拍摄的照片中还有水墨的感觉，他
用他独特的视觉语汇，表现了松树的精神与沉思的意境，由于他拍摄松树的影响力，
整个韩国的代表物都好像在改变了。 
    
      每个地方的每座山、每片森林、每片沙漠和平原，都有自己的特征和气氛，有自
己的个性。风景摄影师所做的就是把对他们对眼前独特风景的特别感觉注入视觉成分，
然后找出能抓住和表达这种感觉的方法。由于在任何一种摄影里，了解你的题材、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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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描述的内容是成功的关键。成功的照片能让观赏者跟摄影师有同样的感觉，视线
和思想都进入景色里。好的风景照能让我们有一种地点感，仿佛就站在其中，感受到
了当时站在风景里摄影师的感受。 
 
   通过对两位摄影师作品的调查，摄影并不是要照什么伟大的景色。而是用自己独

特的视角，以及自己的想法来向看照片的人们传达你的情感。通过风景摄影的拍摄使
人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加接近山、水，从自然中吸取灵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近山者仁、
近水者智。人们有了摄影这种艺术活动，有利于人类与自然界的交流，领悟到人与自
然的一体性，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4 大自然存在的重要意义 
 
 
      风景摄影中的大自然无疑是最重要的，它除了是风景摄影师眼中的“模特”之外，
同时它也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大自然是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即
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无机界和有机界。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
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 

4.1 大自然存在的重要意义 

    木：树木就像是大自然的肺，净化空气，在可见光的照射下，经过光反应和暗反应，
利用光和色素，将二氧化碳（或硫化氢）和水转化为有机物， 并释放出氧气（或氢气）
的生化过程称之为光合作用。它是一系列复杂的代谢反应的总和，是生物界赖以生存
的基础，也是地球碳氧循环的重要媒介。 

     水：大自然中的水也是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生
存的重要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类很早就开始对水产生了认识，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
组成元素，水是中国古代五行之一。水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资源，用过了就是用完了，
就没有了，所以珍惜水源。 

      山：一块块的石头堆积在一起就是一座山，山多了就成了山脉，如果山平了就是
平地，虽然说的容易，但是在大自然变换起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用肉眼看
不出来的变化。所以说大自然是永恒的，它一直在那里看着我们，不偏不倚。 

      天地：天在上，所以是人类的庇护者；地在下，所以是人类的承载者；人在天地
之间，天地是人的一部分，人也是天地的一部分，所以说天地与人类是亲密无间的。
大地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人与万物，在地球之外的一切，无不在其承载的范
围之中。地球也只是在自我存在着，而且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并非有意要去承载
一切，更不是有意要拒绝任何事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是不间断的，是永恒的，
人坚持至诚之道，也将与天地一样不损害万物的本性，万物也就因此而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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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自然中的“中庸之道”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自然界就好比面包边缘的奶油，而人类社会是面
包，社会单指科技，人文，绿化，竞争，商业，是虚的东西，自然界是实的东
西。        

                                                                      ---来自百度百科“大自然”的哲学 �

    大自然诞生人类，说明它是尊重人类的行为，相反人类更应该尊重大自然。从表面
看人是父母所生，事实上是大自然有了人的光子信息，人体胚胎才能吸收来自大自然
的这个光子信息，将胚胎长大成人，是父母所生，同时又是大自然完成对胚胎暗物质
的激发。大自然有脊椎动物45336种，其中鸟类1244种，鱼类3862种。现有300 
余万种昆虫，已经确认的种类仅100 余万种。大自然是天然资源，人与大自然应该互
相尊重，保持珍惜和爱惜心态，适度使用自然，不让大自然遭破坏，保护大自然，就
像是母子一样亲密、和谐。 

 

＊《中庸》中大自然的哲学思想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
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中庸》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
平庸，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  
 

     所谓“至诚”就是在我们遇到外事外物之前，喜怒哀乐不会产生，自然就是一种至
诚状态；在遇到外事外物的时候，稍微一动念头，便不使自己从名利得失上去对待。
这样，时间久了，便能习惯成自然。在习惯成自然之后，那种内在的本心本性，自然
而然地就能显现于外面。所言所行可以符合本心本性而无邪念，一举一动可以不陷入
患得患失之中，这样的作为，当然能使他人逐渐的发现、感知。 

  至诚之道就像大地一样广博深厚，是能够承载万物的前提。大地所承载的，不仅仅
是地面上的人与万物，在地球之外的一切，无不在其承载的范围之中。地球也只是在
自我存在着，而且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并非有意要去承载一切，更不是有意要拒
绝任何事物。至诚之道就像上天一样高大光明，是能够庇护万物的前提。 
   
 上天所庇护的不仅仅是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人与万物，宇宙间一切莫不在其庇护之中，

但是，人与万物也只是在天地之间自我存在着，生息着，上天并无意于使某个事物永
恒或者夭折。我们效法天地之道，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存在，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去除私心之后，不仅人世间的毁誉得失不会遮蔽本心本性，而且因为不扰乱、不损害
万事万物的本性而使万事万物自然而然地存在、生息。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

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
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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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
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 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
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
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

      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大自然的重要，它是使万物生生不息所依赖的生态坏境。天在
上，所以是人类的庇护者；地在下，所以是人类的承载者；人在天地之间，天地是人
的一部分，人也是天地的一部分，大自然地对待万物，是一片至诚之心，无论人们怎
么伤害它，对它所造成的破坏，它还是一成不变的给我们提供资源，给我们净化空气，
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只因为我们常常遇到外事外物而使至诚的本心被遮蔽，而天无
私覆，地无私载，是不间断的，是永恒的，人坚持至诚之道，也会将与天地一样不损
害万物的本性。我们要向大自然学习，用6个词来表示天地之道：广博、深厚、高大、
光明、不间断、恒久。 

 

4.3人与自然的关系及情感 

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合一。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高山、草

原、森林、河流，因为这些是自然演化的形式，而不是自然真空纯至净的本质。自然

的形式有变化、有生有灭，自然的本质没有变化和生灭。人的精神与自然同一性，是

高于一切形式的存在。所谓的“天人合一”，也就是自心不被一切形式所迷，回归自

己的本性，达到无善无恶，无佛无魔，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 

 

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人们应怀着感激的心态对待大自然，保护环境。而自然

界中的组成部分也缺少不了人类，所以说俩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怀着珍惜和感

激的心情去更好的相处。 
 

  
5.作品 
 
5.1作者对故乡自然风光的感情由来 
 
      每一个地域的自然风景除了能体现这个地方的气候和地貌特征外，还能体现人文
气息，它是一直在这个地方生存着，它见证了历史，它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落叶都记录
下了时间的脚印。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我要拍下它现在的样子，记录下这个城市
在我按快门的那一瞬间的面貌，也是对我的童年记忆的延续。 
 
      我的故乡是中国山东省淄博市。它位于中国华北平原东部，山东省中部，是一座
独具特色的组群式城市。人口为 476.2 万（2011 年），温带季风气候。为齐文化的
发祥地、世界足球起源地，聊斋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工业经济过万亿的
16 个城市之一，淄博市市辖区面积 2989 平方千米,市域面积 5965 平方千米；市域
最大纵距 151 公里，最大横距 8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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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地处暖温带，属湿润的温带季风气候，景色优美，雨热同期，气候宜人。地
势特征为南高北低，最高海拔 1108.3 米（鲁山），最低海拔 5米。境内最长的河流
为淄河，全长 122 千米，纵贯城市南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7%，由于很多地方
没有开发，所以出现了山多，树多水多的景色。我想保留住我站在故乡前那个时刻看
故乡的样子。 
＊�过去我对故乡的印象 
 

      故乡对于出国在外的我，除了思念之外，还有感激之情。父母养育了我，教我如
何做人做事。淄博是养育我的大环境，我和父母都在这个大环境里生存着，它在包容
也在保护着我们。在我的童年的记忆里，它没有开发，所以保留着大自然最原始的模
样，给我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大自然。想着过去故乡对我的印象，又再一次的来到了故
乡的大自然中。 
 
 
＊ 现在回到故乡的感触 
 
       现在再去故乡的时候，感触更多的是远离城市繁华的寂静，没有机器的喧嚣，没
有欲望的蒸腾，没有名利的争夺⋯⋯在宁静的山树林里，自然、人、心灵，一切都是
和谐的，充满情意，感触到的人与世俗的对峙在这里消失了。回到了人性的本质，无
欲无求的原点，抛开了人的欲望名利与烦恼，置身于这片自然之中，我仿佛与它容为
了一体，变成了故乡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就好像我是这里的一棵树，一颗石子。 
 
  
＊ 将来⋯⋯ 
 
      多年过去我已经长大成人，但我的故乡一直在那里，虽然它也在不断的变化，但
是始终不离不弃。它教给我人生不要偏离轨道，坚持不懈不变换自己的目标。 
 
      不知道将来的故乡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将来的我对于故乡的感情又会有什
么样的变化，我想要保留住现在我对故乡的感激之情，以及站在故乡前的感悟，在将
来把这份对故乡的感情用摄影的手法记录下来。 
 
 
 
5.2 作者的情感在摄影作品“山上平下”的应用 

5.2.1“山上平下”的由来 

 

       我的故乡山比较多，虽不是什么奇山异石，但是它是最亲切，最原始的山和平地
。我想用最简单最自然不加修饰的方法，把它最原始的面貌呈现给大家。就如同“山
上平下”这个简单易懂的自然规律。从字面意思来看，“山上平下”就是山是在大地
上面的，地是在山下面，也就是大自然原来最真实的样子。为什么山是在地上面，地
在山下面，水为什么从山上流下来��这些都大自然的规则，并且在循序渐进的发展
变化着。作者以不同的视角记录下作者眼中的故乡大自然的模样 ， 从作者对故乡大自
然的感情出发，拍摄了只有从作者的眼睛里才能看见的“山上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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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山上平下”作品分类及代表的感情意义     

时间：2012.12／2013.4  冬天开始拍摄的是因为大地都在冬眠，给人一种很平静，
静止，永久的感觉，更好的去感受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地点：中国山东淄博市, 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故乡我爱这片土地，我要让大家
之道这里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景色。 

 

通过作者的视角来进行分类，从近到远，从自然到感情。 

 

第一类别是“结”（frozen－결정）： 

拍摄的主要景物：冰。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纯洁，安详，拥有，知足。 

通过冰的纯洁想到了安详，同时能看到冰的纯洁后感到拥有的满足，珍惜眼前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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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冰冻结不了树，也许是树挣脱了冰的束缚。” 
 

 
 

“落叶想要抱怨自己的凄凉，但却冻结在冰中。” 
 

 
 

 
 

“时间在走，冰就会融化，那么一切还是停止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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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结冰的时候，分子运动的平均动能是不变的，因为结冰的时候无论是冰还是水
的温度都是0度，而温度是衡量分子平均动能的，温度不变，平均动能也不变。所以不
能说是分子运动变慢了。” 
 
    “虽然站在冰上有些害怕，但是有些事情只有去尝试了才能了解它。”  
 
 
 
第二类别是“浮”（floating－부유）： 

拍摄的主要景物：水上漂浮的事物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轻浮，自由，发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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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们常常用美丑来形容事物的模样，但往往真正了解后会有另外一种评价。” 
 
“一切美即是意义，即使它并无心。” 
 
 
第三类别是“幻”（illusion-환상）： 

拍摄的主要景物：树干在水中的倒影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绸缎，温柔，爱情，生命。 

 
 

 
 

“虽然那些只能是回忆了，但是他们还是属于你的，又或许是你和某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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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缺失是黑洞，你无法从中探究根本获取满足。” 
 

 
 

“有时候什么话也不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代表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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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fantasy）是指违背客观规律的，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想法或希望。  
 
       幻想是创造想像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个人愿望或社会需要而引起，是一种指向未
来的想像。积极的、符合现实生活发展规律的幻想，反映了人们美好的理想境界，往
往是人的正确思想行为的先行。艺术幻想是一种创作手段，是作家不满足于模仿现实
的本来形态，而按自己的需要来虚构形象的一种创作方法。它植根于生活，往往又对
生活作夸张的叙述和描绘而达到一种升华，因而幻想中的事物比真实情况下的更活跃，
更富色彩。  
 
 
第四类的名字是“映”（reflect－투영）： 
 
拍摄的主要景物：关于水中倒影的实与虚，真与假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虚实，写照，自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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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人都用真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那么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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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虚，真与假，我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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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的名字是“散”（scaffer－이산）： 
 
拍摄的主要景物：树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古树，历史，仰望，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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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   经脉   精华   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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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只有和周围不一样了才能凸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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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名称“叠”（overlap－중첩）： 
 

拍摄的主要景物：树干的重叠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反复，平淡，创新，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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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会逝去很多你曾经期待过拥有过的人和事，最终留下来的只剩回忆。” 
 

 
 
 

“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林看到日落的余光，黄昏的感觉总是让人想起过去那些美
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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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爱它的本质。” 
 
“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另一个我………” 
 
“你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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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类名称“伏”（undulate-기복）： 
 

拍摄的主要景物：连绵起伏的山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未知，希望，和平，美好。 

 
 

 

 
 

 
 

“如果人生道路上有理想是否就不会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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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在学术上是这样定义的，指地壳上升地区经受河流切割而成，一般指高度
较大，坡度较陡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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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有雄壮的风采，山也有朴素的品格。山豪迈，山也俊秀。奇险是山，逶迤是山，
平坦是山，突兀是山，温柔是山，呼啸是山。山，时而鬼斧神工，时而又平淡无奇。
山的性格是刚强的，不惧怕任何压力，但平素却显得和蔼慈祥，文质彬彬，英俊而柔
情。因为有山，流水乃为之改道，因为有山，城市才缘依环绕。大山以浑厚坦荡容纳
万世汇聚百川。  
 
      人在山顶，你会觉得山再巍峨，人也能把它征服，而此时的山正默默无闻地向你
展示，不远处它的伙伴比它更壮观。人在山谷，常会感叹山高不可攀，而此时的山却
悄然无声向你披露，很多人正从它的峰头悠然而下。  
 
 
 “山在大地的上面，地是在山的下面。大自然用它的规则来循序渐进的发展变化着，
他们组成了生态系统。” 
 

 
第八类名称为“山上平下”（up hil l down field－상하）： 
 

拍摄的主要景物：大自然中所有的事物 

从拍摄的景物感受到的词语：融合，保护，自由，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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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计较所谓的得失就是最大程度上的愉悦自己。” 
 

 
 

 
 

“如果爬上了台阶的顶端，发现那一边的世界是 
 
天堂 
 
地狱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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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象山 
 

有的人象水 
 

有的人象树 
 

有的人象鸟 
 

   有的人象雾” 
 

 
 

“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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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最朴素的品质是石头，而石头从不代表山，山是它身上所有存在的总和。山的身
体潜藏无数的财富，金银铜铁，锡铝镍铬，鲜花美玉，矿泉温泉，钻石石墨，木材草
药，珍禽异兽，只要你善于发掘，决不会宝山空回。即使普通如石头，也有许许多多
的品格。山身上还有人类至今尚未发现的资源。珍贵出于山，平凡出于山，山的身上
凝聚着人类物质和精神的丰厚成果。  
 
      大地何其广袤，而山其实更壮阔。山的面积是陆地的三倍。山虽然以石为怀，却
从不嫌弃泥土，始终与泥土相依相伴。山虽然雄奇伟岸，却甘愿把泥土表露在自体周
围。人们赞叹山之伟大，而山却把泥土捧在自己的峰巅。山因为有泥土，孕育了坚贞
不渝的青松，青松以其苍翠葱茏描绘着大山永远不老的情怀。山正因为有泥土为伴，
方衬出挺拔茂盛英姿勃发青春常在。 

 
      通过“山上平下”黑白风景摄影作品向观众们首先传达了作者的故乡的样
貌，然后通过黑白灰视觉语言以及移情说的方法，向作品中掺杂着作者对故乡
的情感，使观众们在观看照片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6.结论 
 
 
     本研究是研究在黑白风光摄影中，情感的传达以及黑白灰的视觉语言。风光摄影中
大部分人认为重要的是好的风景，其实不然，留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有好的内容，有好
的思想，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摄影作品。 
 
 
      虽然当代摄影是往科技方向发展，但是在摄影艺术中，记录下真实事物的同时又
传达了信息，成为了一个难题。如今照片的内涵尤为重要，人们不在追求那些“华而
不实”的风景摄影，打动人心的是能唤起共鸣的摄影作品。  
 
 
      人的情感是彰显创作意图的一种重要方式, 情感的表现促使审美表面升华成审美意
向。在摄影创作中, 拍摄者将内心的思想感悟凝聚在影像中，使观众在欣赏作品时，画
面的表面特征能够诱发其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形成一定的情感体验, 使其理解拍摄者的
创作意图, 产生共鸣。  
 
  

  通过在光学范畴中黑白灰视觉语言所代表的心理暗示，利用黑白摄影更具象征性，
更富有想象空间，有其独特的表现力。以及人类对事物的情感理论研究，来证明使摄
影作品有内涵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用摄影这种直观却又留有想象空间的
方式传达给别人。 
  
 
  举例说明“移情说”在风景摄影的作用，利用黑白摄影的这种特质来拍摄故乡能

很好的表现作者对故乡的怀旧情感。每组照片给作者都是不用的情感，利用了黑白灰
视觉语言更好的延伸了作者的情感。在照片的说明上作者故意给观众们留有遐想，剩
下的让观众们自己去感受。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创造出好的艺术创作, 无论是与人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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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用于商业性的广告都能很好的传达信息。  
 

  
插画目录 

 
 

图 1：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 拍摄的《在 Le Gras 的窗外景色》 

图 2. 柯达应用电子研究中心生产：手持电子照相机 

图3. Damien Vassart 黑白摄影                  

图4. Damien Vassart 黑白摄影（图片来源于摄影师个人主页：http://www.damienvassart.com） 

图 5. 2013.3.23 地球一小时活动中国香港地区（2013 年因与复活节日期冲突，故提前至 3月 23 日） 

图 6. 2013.3.23 pm8：30~9：30 

图 7. 2013.3.23 地球一小时活动中法国埃菲尔铁塔（La Tour Eiffel） 

图 8. 2013.3.23 pm8:30~9:30 

图 9. 摄影师 Joel sartore 的作品《Greatest hits》

(http://www.joelsartore.com/galleries/greatest-hits/19/) 

图10：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关于皮草公益广告            

图11：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公益广告                 

图12 Ansel adams 风光摄影 

 

图13 Ansel adams 风光摄影 

 

图14 Ansel adams 拍的他的故乡约塞密提   

      

图15 Ansel adams 拍的他的故乡约塞密提 

 

图16 韩国作家Bae, Bien-U拍摄得《松树》（http://www.bbuart.com） 

 

图17 韩国作家Bae, Bien-U拍摄《松树》（http://www.bbuart.com） 

 

参考文献 

 

孙晨 《浅谈摄影作品中情感的传达》2010.10.26（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学科版) 

 

刘丽娟 《情深才能意真--论摄影艺术的情感体现》[期刊论文]-美与时代 2007.2  



53!

王雪峰 《新闻摄影的情感表现》1999. 2 

孙晨 《浅析纪实摄影中的"表现" 》2010. 5 

李培林 《论黑白摄影的特殊语言》2003.9 

 

刘婷婷 《现代摄影的意象创造》2008.12 

 

Bruce Barnbaum <The Art of Photography-an approach to personal expression>1994 

 

 

感谢信 

 

     谢谢2年半对我栽培的指导教授－��ü�9°U��和另外三位教授：@°ï9°U��

ÚöĨ9°U��@1ª9°U��这俩年不仅从教授那里学到很多知识，还学到了很多做人

的道理，使我非常感激教授对我的栽培。在首尔大学学习的同时，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谢谢你们让我感到离开故乡还有温暖，通过你们也了解了韩国的文化，希望我们以

后也要常联系。 

 

      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父母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以及对我论文的支持。在我拍摄

“山上平下”照片的时候，父母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这使我终生难忘，谢谢你们

对我的栽培，今后我会加倍努力，赡养你们。 

 

       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也同时感谢带给我挫折的人，是你们让我成长了，是你

们让我获得了只有我才能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谢谢你们所有的人。 

 

 

 

 

!


	1. ??（서론）   
	1.1 ?究背景及目的（연구 배경 및 목적）   
	1.2 ?究范?及方法（연구 번위 및 방범）   
	1.3 ?究用?定?（용어 정의）  

	2. ?影?展?史及意?（촬영발전 역사 및 의의）   
	2.1 ?影?展?史（촬영발전 역사）     
	2.2 ?影?展方向（촬영발전 방향）     
	2.2.1 ?景?影拍?的?展方向（풍경사진의 발전 방향）    
	2.2.2  ?景?影的后期制作意?（풍경사진이 후기제작의 의의） 
	2.2.2.1 ?景?影中?影技?的??及理解（풍경사진중에 촬영기술대한 조사 및 이해）
	2.2.2.2 ?影后期制作的意?(찰영후기 제작의 의의)    


	2.3 ?影的意?(촬영에 의의)   
	2.3.1 ?影－??影?的?系（찰영과 사진작가의 관계）   
	2.3.2 ?影－信息的??（촬영에 대한 정보의 전달）     
	2.3.3 ?影－?者的共?（사진 보는사람에게 공명）     


	3. 情感在黑白?景?影作品中的作用（흑백풍경사진종에 감성의 작용） 
	3.1 ?影中黑白?影的理???（촬영중에 흑백사진의 이론적 고찰)   
	3.1.1 黑白灰的造型?言（흑백회의 조형언어）       
	3.1.2 黑白灰的情感?言（흑백회의 감성언어）       
	3.1.2.1 三大情感?域?影???的?系（흑백회의 감성와 격조에 관게)
	3.1.2.2 三大情感?域???形式的?系（흑백회의 감성와 구성에 관게)

	3.1.3 黑白灰的?系?言（흑백회의 관계언어)        

	3.2 人的情感在黑白?景?影作品中的影?（사람의 감성이 흑백풍경사진중에 영향） 
	3.2.1 人?情感的理???（사람이 감정에 대한 이론 고찰)     
	3.2.1.1 情感的表?（감정의 표현）     
	3.2.1.2 情感的?藏（감정의 감춘) 
	3.2.1.3 情感的升?（감정의 승화）     
	3.2.1.4 情感的共?（감정의 공명）     

	3.2.2 事例?究（사례연구）     
	3.2.2.1 ??斯的?景黑白?影（Ansel Adams의 흑백풍경사진 작품 연구)
	3.2.2.2 Bae Byeong-U的黑白松??影作品（배병우의 흑백소나무사진 작폼 연구） 




	4. 人?自然的情感理???（사람과자연의 감정 이론고찰）  
	4.1 大自然的存在的重要意?（대자연존재의 의의） 
	4.2 大自然中的“中庸之道”（대자연중에 중용의도） 
	4.3 人?自然的?系及情感（사람과자연의 관계 및 감성） 

	5. 作品（감정디자인 개발연구）     
	5.1 作者?故?自然?光的情感由?（연구자가 고형에대한 감정유래 )   
	5.2 作者的情感在?影作品“山上平下”的?用（연구자 감정이 사진작품 "산상평하"에 대한 응용）    
	5.2.1 “山上平下”的由?（“산상평하”의 유래 )  
	5.2.2 “山上平下”作品分?及意?（“산상평하”작품에 분류 및 의의 ）  


	6.??（결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