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希望传达出天地洪荒的⽓息 

── 塔可访谈录 

姜纬 

塔可，1 9 8 4年出⽣于⼭东青岛。2 0 0 3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学
习。 2 0 0 5年赴美国纽约，次年就读于罗切斯特理⼯学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摄影系。2008年转读纽约艺
术学⽣联盟（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进⼊Ronnie 
Landfield⼯作室。2010年他以《诗经》为创作背景的《诗⼭河
考》系列获得美国Hey，Hot Shot！新锐摄影师奖和连州国际摄
影年展杰出艺术家奖，2011年⼊选为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
之⼀，作品被多个公共机构以及个⼈收藏，现为⾃由摄影师，
⽣活、⼯作于中国和美国两地。

塔可拍摄《诗⼭河考》，是很具难度的。《诗经》时代是中国
⼈的孩童时光，我们祖先在⽥地⼭野之中、湖泊河流之畔、街
巷房屋之侧，采摘着快乐、忧伤、迷惘和梦想。《诗经》所反
映的社会⽣活内容⼗分丰富，就其赋、⽐、兴的写作⼿法⽽⾔，
⼤多是思绪活跃不拘的铺陈、飘移、⽐喻、象征、联想，是超
象虚灵的诗情，也是浩淼绸缪的⽓韵，这对于任何⼀个以此为
创作背景的摄影师来说，都是艰巨挑战。塔可的办法是把拍摄
⽅向定位在《诗经》所涉及的地域与风物，清⼈布颜图在其《画
学⼼法问答》⾥说过：“有斯⼤地⽽后有斯⼭川，有斯⼭川⽽后
有斯草⽊，有斯草⽊⽽后有斯鸟兽⽣焉，黎庶居焉。” 塔可找
准了⽅向，他知道脚下有深厚的根系，⾃⼰是有故乡和故⼟的，
河⼭拾景，林溪当户，可以从那⾥得到确切的⽀持。 

宋⼈范晞⽂《对床夜语》曾写道：“不以虚为虚，⽽以实为虚，
化景物为情思，从⾸⾄尾，⾃然如⾏云流⽔，此其难也。”  难



就难在要达到“虚实相⽣”的境界。《诗经》就好像是在清晨或
深夜被满怀惊异地说出的语⾔，好像晨雾和初乳⼀样清新，数
千年间，世界因过于繁杂、精细或僵硬⽽⾃我窒息，如⼀⾯镜
⼦，覆盖着层层锦缎和尘埃，它的重⽣，需要另⼀双眼睛、另
⼀番⼿脚，简要、稚拙、羞涩、⼤胆，如同青春。时隔两千五
百多年的地域与风物，有着隐蔽的纵深，以及与我们的内在紧
密关联，它们被塔可发掘，实地实景实物，并试图使之引⼈⼊
胜。朝⽽往，暮⽽归，四时之景不同，⽽乐亦⽆穷也。此时此
刻，摄影的⽤武之处，正所谓“实者逼肖，则虚者⾃出。” 

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核⼼思想认为万物皆禀天地之⽓以⽣，⼀
切物体可以说是⼀种“⽓积”，织成有节奏的⽣命，于静观寂照
中，求返于⾃⼰深⼼的⼼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命节奏。
具体⽽⾔，就是将画⾯意境谱⼊明暗虚实的节奏中，“神光离
合，乍阴乍阳。”这样，既能够从刻画实体中解放出来，乃更
能⾃由表达作者⾃⼼意匠的构图。其所孜孜以求的“⽓韵⽣
动”，微妙洒落，没有过多⾊彩的喧哗炫耀，⽽富于⼼灵的幽
深淡远。⽽作者的视⾓，是提神太虚，从世外鸟瞰的⽴场观察
整体的律动的世界，他的空间⽴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
周览，造就万物氤氲的诗情画意。正所谓“称性之作，直参造
化。盖缘⼭河⼤地，品类群⽣，皆⾃性现。其间卷舒取舍，如
太虚⽚云，寒塘雁迹⽽已。”从塔可已经在陕西、河南、⼭
东、⼭西、⽢肃、安徽等地拍摄完成的作品看，他显然亦深谙
此道。

《诗经》重章叠句的形式，既便于记忆、传诵，又形成并增强
了回旋跌宕的节奏感，起到使叙事层层推进与抒情不断深化的
效果。《诗经》动于天机、不费雕饰、朴实⾃然的语⾔风格，
具有强烈鲜明的感染⼒。《诗经》的这些美学特征都能够在
《诗⼭河考》系列⾥⾯得到较为充分的视觉体现。

“始境，情胜也。又境，⽓胜也。终境，格胜也。 ”《诗⼭河
考》系列⾥的每张照⽚都反映出对地域与风物的抚摩，以及和



地域与风物的对话，塔可尽⼒捕捉意义最丰满的⼀刹那，因⼼
造境，以⼿运⼼，暗⽰其前因后果，在画⾯空间引进时光感受。
严谨绵密的因果之链决定了⼀个优秀摄影师如何构思历史的冥
想与联结⽅式，⽽对话语境⼀旦开启，往往包含了意味深长的
表述，唯有通过它们的媒介作⽤，实在的事物才得以转变为性
灵致知的对象，其本⾝才能变得可以为我们所见。

姜纬：你在中央美术学院⼤⼆就退学出国了，后来进了罗切斯
特理⼯学院，这个学院有着美国技术⽅⾯最严苛的摄影专业，
但你读了⼀年后又退学了，你似乎对于中外教育体制都不太满
意。 
塔可：读了⼏所⼤学还拿不到⽂凭，主要还是我个⼈性格的原
因吧。⼀旦对什么产⽣了兴趣，就会废寝忘⾷，很难顾及到周
围其它事物。2007年在罗切斯特理⼯学院的时候，那⾥有着全
美⼏乎最完备的硬件设备，独⽴的暗房就有⼀百多间，⼀整排
⽔龙头拧开便是配好的各种恒温药⽔。学院最让我欣赏的特质，
就是从⽶诺·怀特（Minor White）开始的，对摄影语⾔本⾝的
近乎偏执、洁癖般的探索。顺理成章，我迷恋上了暗房，那段
时间不分昼夜呆在暗房⾥，甚⾄夜晚暗房上锁了还从后门溜进
去彻夜⼯作，别的课程基本不去上。我除了摄影课的成绩是全
班最⾼外，其它课程⼏乎是红灯⾼照。但是美国的⼤学包括罗
切斯特都是严格的学分制度，就连每次出勤都要计⼊最后的考
评中去，还有⼤量的在我看来毫⽆⽤处的课程，⽐如有⼀门横
跨三个学期的材料与⼯艺必修课，包括要求学⽣⽤凹凸透镜通
过计算制作出⼴⾓、长焦等镜头，甚⾄还有胶⽚各个化学涂层
的厚薄对于成像曲线的影响，上这样的课让我感觉如坐针毡。
所以有时候上学对我来说，反⽽是获取知识与经验的阻碍。不
论是中外，学院模式化的思想引导，诸多⽆⽤⽆趣的课程，名
⽬繁多的考评，都占去了太多探索⾃⼰感兴趣事物的时间与精
⼒，每到这时候，我就会选择退学来结束这⼀切，安⼼⾃由去



做⾃⼰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姜纬：你认为观看的⽅法可以经由学习⽽得来吗？
塔可：在我经历的西⽅摄影教育中，学习如何思考与观看⼏乎
构成了专业课程的全部，⽽这其实就是学习如何对摄影媒介背
后的语法进⾏条理化分析与解读，从⽽最终建⽴起⼀套⾃⼰专
属的视觉语⾔与叙事⽅式。作品的观看与解读在⽅式上是相对
应的，有规律可循，只要经过⼀段时间的训练，建⽴起⽐较系
统的视觉经验，对主要流派类型照⽚的解读⽅式都会⽐较熟悉。
再进⼀步就是以此为基础，综合⾃⼰的特质，诸如⽂化、地域、
历史、⾝份、政治、性别等因素，理顺思路，找到个⼈创作的
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又会反噬、影响创作者的世界观与价值
观。从出发点向最终成型的作品⾛出的第⼀步，通常是创作者
主观情感的表达，⽽情感思维⾃⾝的主观表达往往只具有个⼈
意义，并不具备普遍的有效性。如果想让表述产⽣客观普遍的
有效性，则必须对其加以解释（Interpret） ,后诉诸于载体。⽽
不论何种载体，背后必有其结构规律，或可称为语法，创作者
追求的是使⽤这个世界观下所构造的特有语法，充实完满其本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多把艺术看作有意味的形式
(Significant Form)的原因。⽽来⾃系统外的观看解读⽅式，针对
当今作品特性并⾮是开放式的个体艺术家，就往往变得乏⼒了。
但东⽅艺术及美学和以形式与哲学互为表⾥的西⽅艺术在根本
上就有很⼤的不同，如果要⽤前⾯我说的那样的⽅式去构建⾃
⼰的作品，就不得不在思考作品之初就加以理性化的限定，⽽
理性与逻辑就像⼀张⽹，陷⼊其中后，并不容易摆脱，反⽽会
抹杀很多可能性与丰富的⼼性直觉，变得模式化，对于⽂化背
景如此不同的艺术家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未必是件好事吧，⾄
少，我本⼈是越来越怀疑这套系统的合理性了。

姜纬：你是怎么想到拍摄《诗⼭河考》系列的？ 
塔可：《诗⼭河考》的拍摄，缘起是我在海外好⼏年，除了读
过⼀段时间的书外，基本上终⽇⽆事，⽤来打发时间的，除了



⾦⽯书画，就是随⾝带出去的⼀堆四书五经、六朝怪谈了。⽽
与其它典籍的刻板古奥不同的是，《诗经》虽由儒⼠删定，冠
以教化之义，挟以正史之私，尊为经义之始，但其活泼清丽的
语⾔，恣意⽞奥的意象，以及诗中众多的草⽊鸟⾍、⼭川河泽、
⽇⽉⾠宿、季节流转，都给⼈以眷眷可亲之感。⽽读《诗经》
时间越长，常常会不⾃觉地陷⼊冥想之中，恍惚间可以看见“零
⾬其蒙”  的东⼭以及思归的戍卒，浼浼黄河旁的新台上哀怨的
新娘，三⽉春⽇溱洧⽔畔⼿执蕳草嬉戏祈福的少男少⼥。如同
卡尔·荣格（Carl G. Jung）所⾔，个体来⾃祖先遗传的隐性记忆
好像被绮丽冥思启⽰后渐渐打开了，这些和我⽣命并⽆交集的
地⽅，似乎都在意识中变得熟悉亲近，仿佛伸⼿便可触及了。
于是，我萌⽣了⼀个想法，要在时隔两千五百多年后，去《诗
经》⾥提到的这些地⽅看看，这些孕育了如此优美动⼈诗歌的
地⽅如今是怎样的景象。

姜纬：《诗⼭河考》这个名称是怎么得来的？ 
塔可：当时起名称的时候，想得特别久都没有合适的。有⼀天
在家扫⽚，瞥到桌⼦上有两本书，第⼀本书是指引拍摄路线⽅
向的书，南宋王应麟写的《诗地理考》，另外⼀本就是⽇本摄
影师须⽥⼀政的摄影集《民谣⼭河》，特别喜欢他传达的情绪
和指引的精神，所以我从这两本书⾥各取两个字，拼到⼀起，
就叫《诗⼭河考》了。 

姜纬：你说拍这些照⽚是为看看孕育了《诗经》的地⽅如今是
怎样的景象，除了照⽚⾥的景象，你还看到了什么？
塔可：拍摄这些照⽚让我⾛了很多的地⽅，⼀路上让我感触最
深的就是中原⼤地已没有未经⼈类改变过的景致了，不管是⼭
川河泽，还是溪泉⽥野，似乎都蒙上了⼀层经千年把玩⽽形成
的“包浆”，但是却与古董的润泽内蕴的包浆不同，现在的景致
是粗砺荒率的，就像我们吃鱼吃⾁，反复咀嚼、⽆法吞咽⽽最
终吐出的渣滓。

姜纬：你拍摄这些照⽚的⼯作⽅式是怎样的？



塔可：总的来说是⽂案⼯作在前，实地拍摄在后。第⼀步是对
《诗经》⽂本的分析，对其中涉及的地域、风物列表，揉碎⽂
本，并结合⽂本本⾝，分析拍摄可能涉及的意义与具体的章节。
第⼆步是对针对于地域与风物的考证，主要是在古籍中进⾏⽐
对查证，涉及的图书在地域⽅⾯主要有《尚书·禹贡》、《诗地
理考》、《诗地理考校注》、《诗地理征》、《读史⽅舆纪
要》、《诗地理考略》、《历代舆地图》等；风物⽅⾯主要有
《⽑诗草⽊鸟兽⾍鱼疏》、《陆玑疏考证》、《诗传名物集
览》、《⽑诗名物图说》、《⽑诗补疏》、《诗经植物图鉴》
和《诗经名物新证》等等。

姜纬：你感觉最耗费精⼒的是什么？
塔可：⽐较耗费精⼒的是从繁芜的资料中辨识哪些是可信的，
这又往往要考订更多的资料才能确定，然后查证古籍中的地域
如今是在什么地⽅，这部分⼯作⽹络帮了⼤忙，节省了很多时
间精⼒。对于风物的象征意义的考辨也花费了⼤量的时间，《诗
经》成书时的象征与寓意在经过两千多年后，基本上发⽣了很
⼤的改变，⽽考证这些变化对于作品结构的⽀撑与丰富都是不
可或缺的。接着就是誊写笔记，这时候我已经确定了需要去哪
⾥拍摄，以及在相应的地域可能会拍到哪些东西，并对最后的
编辑排序有了⼤致的构想。再接着是对照⽂稿笔记，实地拍摄。
然后整理编辑拍摄的图⽚，全部扫描编码归档，尝试初步组合
排序，找到缺失的或者拍摄不理想的部分。这些之后，我会修
改笔记，对不理想或者缺漏的部分进⾏补拍，重新编辑。整理
编辑和调整补充是会⼀直循环的，直到整个系列拍摄完整，作
品分组之间通顺流畅，表达⾜够精确。整个⼯作从2008年春开
始筹备计划，2 0 0 9年初完成第⼀阶段古籍整理考证的⽂案⼯
作，2009年4⽉开始辗转六个地市，并拜访了北京⼤学考古⽂博
学院、四川⼤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案⼯作进⾏了进⼀步的修
订，同年5⽉开始了拍摄，并整理样⽚，2010年继续进⾏对古籍
进⾏考订，继续拍摄，然后又整理扫描，开始尝试放⼤出⽚，
整理笔记，为已经完成的《秦风 · 豳风》、《卫风》、《王



风》、《陈风》四组作品撰写阐述说明⽂字，⼀直到今天，我
还在继续并完善着⾃⼰的⼯作。

姜纬：中国传统⽂化⾥⾯，特别讲究诗化的“意境”，这个是很
难具象化的，甚⾄不必具象化，⽐如欧阳修就说过“趣远之⼼难
形”，再⽐如晁以道也说过“诗传画外意”，⽽摄影与之相⽐，恰
恰是具象“成形”，你考虑过诗歌和摄影的界限吗？ 
塔可：有趣的是，胡⼽·弗⾥德⾥希（Hugo Friedrich）在《现
代诗歌的结构》中认为诗歌创作的⽬的是“达到陌⽣处”，或者
也可以这么说，“看到不可见之物，听到不可听之物。”⼀⾔以
蔽之───由⾔⼊形，由形⼊意。东西⽅对诗歌⽬的的论述竟
如此⼀致，都把“意”作为诗歌的终点。欧阳修、晁以道如果还
在世，可能也会感叹于这⼀古⼀今、⼀东⼀西的不谋⽽合。⽽
摄影的终点，其实也脱不开⼀个“意”字。在我看来，诗歌和摄
影最⼤的相似之处都是⾃我封闭的架构集合，也就是说它们可
以抛除⼀切付诸在其上的冗余，不管是所谓“真理”或“感动”，
还是对事物的褒贬、对情感的体悟，都与其⾃⾝的存在⽆甚关
联，这很重要，因为这保证了诗歌和摄影作为艺术类型的⾼度
精神化特质与极⼤的⾃由度。⽽诗歌与摄影的区别与界限，则
在于起点，⽽⾮终点。简⾔之，影像的特质决定了“由⾔⼊形”
的⽅式与诗歌不同，诗歌⽤抽象的词汇组成语⾔，以特定的⽅
式刺激感知以建⽴读者内⼼的幻像，然后由此引导并达到对
“意”的传达，整个⽅式是顺向的，词汇语⾔包含的可能性⽐幻
象要丰富，幻象包含的潜能又⽐被传达的意旨或者说思想要丰
富，这个进程所蕴含的可能性是⼀步步消减的。⽽摄影所具备
的实体形象决定了其“由形⼊意”的⽅式虽然看似更直接，但是
事实上却有更多的可能性，实体的图像与诗歌由语⾔建⽴的幻
象⽐起来像是被解放了，不但构建图像本⾝可以运⽤的⼿法具
体丰富了，⽽且其切⼊意旨的⽅式与⾓度，正反倚侧，变得难
以想象的复杂多元。

姜纬：还有另⼀种逐渐形成的经世致⽤的批评传统，梁启超曾
列举了《诗经》中的⼀些篇章想证明，那时的“诗”更像是俯⾸



充当历史话语的⼀个组成部分。《⽑诗序》⼒图根据《诗经》
证明，诗歌内部存在历史演变的征兆。⽆论是把《关雎》解读
为“后妃之德”还是后来在楚辞之中设置⾹草美⼈或者虬龙鸾凤
的所指，诗歌被形容为⼀幅政治故事的象征图谱。时⾄如今，
⼈们可以轻⽽易举地质疑这些结论，诗歌决不会由于征⽤各种
历史资料⽽成为历史话语。
塔可：从根本上说，我们这个民族⾃儒家代替宗教的千年以来，
解决精神信仰与⼼灵归宿的⽅式便只能是⾃⼰编造神话了。庶
民阶层可求助于佛教，⽽⼠⼦们从尧舜禹开始，到⽼庄孔孟，
再到朱熹王阳明，甚⾄到近世的康圣⼈，都沉浸在⽂字建构起
的⼀个个完美⽆暇的世俗出⾝的道德精神偶像之中。这种千年
的癫狂状态让⽆数事物都变得扭曲，更不⽤谈及客观与理性了。
拿《诗经》作例⼦，同样⼀篇简简单单的《关雎》，汉初的儒
⽣为了确⽴儒家在庙堂之上尚不稳固的地位，称其为歌颂忠贞
贤淑的周⽂王后妃太姒之德，⽽到了宋朝朱⽼夫⼦时，儒家的
江湖地位早已稳固，世俗之风⼤盛，⽼夫⼦便说关雎这种鸟
“⽣有定偶⽽不相乱 ”，那么关雎又成为象征爱情坚贞的化⾝
了。千年⾄今，只此⼀诗⼀事说法便汗⽜充栋，可想⽽知⼀本
《诗经》了，⽽其中求真者寥寥⽆⼏，⼤都是为了贩卖私货，
把⾃⼰或他⼈树⽴成当时的思想新锐、道德楷模。所以，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纯⽂学”这个概念，在宋之前是不存在的。⽽
相对于西⽅疾风闪电⼀样的⽂艺复兴运动，中国的精神变⾰或
者说“去偶像化”的世俗化变⾰却是⼀丁⼀点的抽丝剥茧，到了
晚明好⼀些，清末好⼀些，到了民国再好⼀些，整个过程真是
步履维艰。

姜纬：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这让我想起了摄影，尽管摄
影历史不长，但在我们这⾥，摄影⼀直被裹挟在意识形态话语
中，摄影的⾃觉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塔可：⾮常赞同！说实话⾃摄影传⼊中国也已经百余年，中国
⼈真正能交给摄影艺术本⾝的答卷⼏乎是张⽩卷。民国时从国
外回来的留学⽣之间有好⼏个⼩团体，多在北京或者上海，⼤
家按时聚会，互相交流摄影，仅此⽽已，不涉其它。⽽偶然翻



到的⼀些那时候的作品真是让我很惊艳，⽐郎静⼭先⽣的更有
意味，更少匠⽓。只是这种照⽚1 9 5 0年代初以后就⼏乎绝迹
了，⽣存的⼟壤没有了。⼀堆密植的⼩麦中间不可能长出兰花
的，⾼度的意识形态统治下就更不会有 “纯⽂艺 ”的⽣存空间
了。现在还有⼈主张摄影⼀定要对现实社会有积极意义，视⼀
切摄影语⾔的探索为毫⽆意义，有些可笑了。最近在微博上看
到了墨西哥著名诗⼈帕切科（J.E.Pacheco）的⼀⾸诗，很有感
触。如果摄影想摆脱各种主观客观的枷锁和意识形态的控制，
这种精神是很需要的吧。

他在画他的花，
敌⼈未宣战就侵⼊他的国家。
战⽃和失败接连不断，
他依然在画他的花。
抵抗侵略者制造恐怖的⽃争已开始，
他坚持画他的花。
为⾮作⽍的敌⼈终于被打败，
他继续画他的花。
现在我们都承认，
⾯对恐怖他很勇敢，
因为他始终没有停⽌画他的花。

姜纬：中国古代就有⼀些批评家表⽰，诗⼈没有必要对语⾔修
辞倾注过多的兴趣，所谓的“炼字炼句”应该适可⽽⽌，重视语
⾔修辞将会形成雕琢的风尚，这是胸襟狭⼩、⽓势萎靡的表征，
如此观点⾄今不绝于⽿。就摄影⽽⾔，你认为语⾔只是⼀种外
在的装饰物吗？重视语⾔本⾝的修炼是不⾜取的吗？
塔可：这个话题在我的理解有两个层⾯，第⼀个是摄影作为艺
术门类当中的⼀种，具备着独特的美学特征和语法系统。如果
更深⼊⼀点，是⼀个能否在创作中把摄影作为本体及摄影与艺
术相互关系的问题。摄影对于很多艺术⼯作者来说，只是⼀个
简单的传达思想与观念的⼯具，⽽摄影本⾝所具备的独⽴语法
与修辞特质对于只把摄影当成⼯具的⼈来说往往是不重要的，



甚⾄视为累赘。因为摄影的某些特质⼗分模糊暧昧，或者本⾝
就极具趣味性，⾜够吸引观者的注意⼒，这对于观念的建⽴与
传达并不是件好事。第⼆个是对于我来讲，很难把摄影完全作
为⼀个单纯的⼯具来使⽤⽽不考虑其⾃⾝特质，这可能跟性格
有关系，偏向中庸，温和，很少⾛向极端，总盼着万事周全，
修养完备。还可能跟我受的摄影教育有关，如果摄影被认为是
⼀项独⽴的艺术形式，则必然有着其它艺术门类所⽆法取代的
特质。⽽摄影教育也让我触碰到了这个特质的⼀些层⾯，虽然
有的时候觉得其中不乏教条，甚⾄陈腐的成份，但是我仍愿意
向其致敬。

姜纬：西⽅分析哲学相信，通过对语⾔的⼀种哲学说明，可以
获得对思想的⼀种哲学说明，⽽且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种综
合说明。如果我们承认摄影的基础是其独特的视觉语⾔，摄影
就貌似简单实则极具难度。
塔可：我其实很想把拍照⽚的过程说得轻松容易，凭直觉，凭
修养，凭经验，凭观察，凭学到的各种知识，好像有很多理由
可以轻松拍出⼀张张过得去的照⽚，过程潇洒、漂亮，就像武
侠⼩说⾥的⼤侠，抬⼿之间，落叶飞花。但实际上，这只是拍
完照⽚编辑结束后的⾃我安慰，恐怕是为了平衡拍照时感受到
的紧张和压抑，和⾯对不可知的⼼⽣恐惧。每张照⽚⼏乎都在
绞尽脑汁的观察中才会诞⽣，观察构图，观察光线，观察结构，
观察⼀切可知的，想象⼀切不可知，脑⼦⾥像是开了锅，⽽拍
照的状态又是绵延的，⼀波未落⼀波又起，难得到休息，拍照
的时候不单是腿脚疲劳，更是⼼累。⽽绞尽脑汁、⽤尽全⼒的
⽬的却经常是想让照⽚看起来⾜够简单直接，好像⼀切都是顺
其⾃然的。我常感觉到⾃⼰的⼯作像⼀个作家，最⼤限度的剔
除⽂章字句中的各种⽤来抒情或者定义的形容词、副词，⽽仅
仅保留主谓宾，原因是形容词或者抒情语太过私⼈化，太过时
效性，难以对抗时间，⽽对抗时间，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但同时，我也常被很多没有接受过任何影像训练的⼈的作品所
触动，那种肆意、热烈，从⽣命本⾝所迸发出的激情，完全⾃
我的表达，⽐“科班”出⾝的艺术家的矜持、熟练的价值判断、



⽬的明确的针对艺术史的探索，来得更真诚，更⾔之有物，也
更能吸引我。正如杜尚（Marcel Duchamp）所说的，他认为“是
我们这些⼈给这些宗教的东西起名为‘艺术’，这个词在原始时代
并不存在。我们把它创造出来，为的是我们⾃⼰，我们⾃⼰的
愉快。我们把它创造出来是为了我们的灵魂和特殊的⽤途，这
有⼀点⼉像⼿淫… …我不觉得艺术很有价值。是⼈发明艺术
的，没有⼈就没有艺术。所有⼈造的都没有价值。艺术没有⽣
物的来源，它只是⼀种趣味。”

姜纬：西⽅现代⽂艺理论有“互⽂本”（Intertext）之说，按照
这⼀观点，所有的⽂本都是已存⽂本的组合，⼀切“创造”其实
都是“改造”，艺术成就的⾼低在于“改造”的巧拙。⾸倡“互⽂
本”之说的朱丽娅·克⾥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回避了“第⼀
个⽂本从哪⾥来”的问题。对此，我们使⽤象形⽂字的⽼祖宗，
或许有个简单回答。刘勰在《⽂⼼雕龙》⾥说“傍及万品，动植
皆⽂。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有逾画
⼯之妙；草⽊贲华，⽆待锦匠之奇。”  中⽂最早的⽂本就是汉
字本⾝，这是可以临摹⾃然之纹（古通“⽂”  ）、与天地互为⽂
本的。《诗经》之前有什么？《诗经》是从哪⾥来的？就是地
域与风物，因此，你的作品其实也是溯源。
塔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寻访《诗经》中出现的这
些⼭川、河流、残垣、故道，对我⽽⾔就像是卷进了⼀场缺席
了对象的神秘约会，似乎有股莫名⼒量在背后左右着我的情感
与拍摄⽅向。回想这个项⽬进⾏的初期，在做了⼏个⽉资料搜
集与地域考证后，我惊觉⾃⼰陷⼊了历代儒⽣所建构的浩渺的
诠释注疏之中。如此覆沓纷杂、真伪斑驳的诠释反映于“诗”上，
原⽂本被不可避免的曲解甚⽽掩盖了，进⼀步说，所谓真实也
⼀样被改造了。我相信现实的流变与⽂本本⾝及其诠释是会相
互影响的，⽽在这个漫长的互动过程中，主要的分歧与消亡的
层⾯是什么？⽽在⾃我感觉的层⾯上，在原⽂本早已脱离了具
体语境的情况下，所谓的“诗意”又有怎样的必然性与依据？我希
望建构⼀种稳定⽽又牢固的结构，同时与“诗”本⾝的结构在某些
层⾯可以形成互⽂，把⽂学性的意义推到⼀个遥远⽽又陌⽣的



境界，使这些⽆形⽽神秘的东西进⼊现实之中，来剖析这个负
载着⽆数可能性的模板。 

姜纬：落实到拍摄和制作上，你⽤了怎样的器材？有没有后期
处理？
塔可：我通常⽤阿尔帕（ALPA）中画幅相机，拍摄⽅式与使⽤
⼤画幅相机没什么区别，三脚架⽀撑，⽤⽑玻璃与放⼤镜取景
对焦，所有的调整都完成，⽑玻璃上倒映的影像符合我的意图
后，才换上装有25度胶⽚的后背正式拍摄。这种看似⽐较复杂
繁琐的⽅式，其实是取得合乎预设的影像最有效的办法。胶卷
的冲洗使⽤⾼锐度低反差的显影液，是想得到⼀种介于⼆维与
三维之间的灰度调性。这种低反差的调性对于《诗⼭河考》是
有特殊意义的，假设⼈眼可以接受的从最亮到最暗的阶调为⼀
到⼗，⽽照⽚中物象的阶调被压缩⾄三到七，则不免会给观者
造成⼀种不真实感，进⽽在内⼼对于图像与图像负载的内容产
⽣距离与隔阂。但是图⽚的尺⼨只有⼋英⼨，并且因为是传统
印放，所以具有丰富的细节层次，这又迫使观者不得不在物理
距离上贴近去审视图像，这样⼼理上的疏离隔阂与物理上的贴
近，本⾝就会使作品释放出特殊的张⼒，加上低反差调性本⾝
带来的静寂感与历史感，我希望能由此传达出天地洪荒的⽓
息。 

姜纬：有评论家觉得你这些作品针对中国当代摄影来说，最有
价值之处是你有机会接触到  “新地形”（New Topographics）诞
⽣与发展的直接经验，并且接受了其中的⼀些经典特征作为铺
垫的背景语汇，调和了其专属的“⽂化特性”与  “⾝份认知”，并
且在其中努⼒探求⼀种当代的可能性。但你⾃⼰说过不想做成
⼀种 “新地形 ”式的摄影，觉得把这种⽅式搬到中国没多⼤意
义。这两种说法是⽭盾的。
塔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难免要落回⽂化与⾝份的⽼⽣
常谈吧。从您引⽤的那段批评家的话可以看出，他把我放到了
西⽅这个系统中来做出阐述，认为我⽴⾜的背景是西⽅，然后
结合⾃⼰的东⽅⾝份与⽂化特征去构建⾃⼰的作品，对此，我



恐怕不能同意。虽然我在国外接受过学院派的艺术教育，但思
维⽀点却⼀直是东⽅的，或者说是中国的，没有过须臾动摇改
变。⽽中国的⽂艺、美学、哲学，乃⾄伦理，⽆⼀不是建⽴于
以情感为结构的⼼理主义之上，这种以儒家礼乐⽂明为主体的
⽂艺美学，并⾮以宗教、哲学为主要基础，也并不诉诸于科学、
道德、逻辑观念，更与客观实体，诸如地理、实物等⽆关，⽣
成其⾃⾝的仅为情感所依附的⼈性⼼理，因⽽这种美学的本体
不在思辨中，⽽⾃在其审美之中，其情感的本体即为⽬的。

姜纬：你受到过其他摄影师或艺术家的影响吗？
塔可：不仅仅是摄影师，许多不同媒介的艺术家都对我有很⼤
影响，做电影的卡尔·西奥多·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
安德烈 ·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贝拉 ·塔尔（Béla 
Tarr），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塞·托姆布雷
（Cy Twombly）和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还有伟⼤的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从喜欢的艺术家也能看出，
我偏爱在作品中不能明晰看出作者本⼈痕迹、⽢于⾃我隐没的
类型。就如我喜欢收集的商周青铜器与⽟器，当时这些器物的
功⽤是“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是同上天与祖先沟通的礼器，
联接⽣命与精神的桥梁。商周时的⼯匠抽⼤⿇、吃⽼鹰，⼀⽣
穷尽⼼⼒也仅能完成⼏件作品。琢成的⽟器混沌质朴却真⼒弥
漫，铸成的铜器狰狞迷幻却蕴含万象，⼯匠的“⾃我”安然躲在
器物之后，借此以传万古。唐宋之后，个⼈意识开始觉醒，初
⼼既失，世俗当道，有些⾼度精神化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艺术家预设了所谓“这是我的创作”这个情境之后，却往往丢
失了真正的⾃我，⽽把⾃⼰带进了⼀条泥泞崎岖的沟壑之中，
私欲的不断膨胀会挤压蚕⾷艺术家的智慧和判断⼒，通常到最
后，仅仅剩下⼀副由“野⼼”构筑成的遗骸⾻架了。

姜纬：不能明晰看出作者本⼈痕迹、⽢于⾃我隐没的艺术家在
当代很少见了，也难怪如此，因为这样的话，很难⽣存和发展，
这又是⼀个⾮常⽭盾的问题，我相信也困扰着许多⼈。
塔可：确实是这样，不过在如今这样的信息时代，资讯的触⾓



应该不会放过任何⼀个⾓落了。所谓的⾃我隐没的态度，在现
实层⾯，恐怕⼤多数都让⼈觉得挺虚伪的吧。尧舜时的⼤贤许
由听闻名禄之⾔，颍⽔边洗⽿，尚且有巢⽗饮犊上流，“⼦若处
⾼岸深⾕，谁能见之？⼦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犊⼜！”
上古之⼤贤都被如此指摘，何况后辈⼩⼦了。古时尚有⾼岸深
⾕可以藏名避禄，时⾄今⽇，怕是逃⽆可逃了吧。所以，只敢
说⽢于⾃我隐没的态度，是相对矜持的站在了⼀种针对当下社
会与艺术⽣态的批判⽴场上。在混乱的评判标准与强⼤的商业
推⼿下，不管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同流合污，结果恐怕都是
差不多的。能想到的⽅式，也如杜尚说的那样，“艺术界眼下急
功近利，物质⾄上的局⾯⽤教育来改变是不可能的，可以给予
抵制的⽅式是沉默、缓慢、独处。”其实⽤三个字就能概括了，
“不合作。”

姜纬：你希望观众怎样观赏你的作品？
塔可：作品在被观众欣赏的时候，已经跳脱出创作者可以控制
的范围了吧。⽆聊的时候会瞎想，不知道千年以前的观众或千
年以后的观众如果能看到我的作品，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