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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姿花传

○ 1967年以专属摄影师加入寺山修司“天井栈敷”，1971年

独立开始旅行拍照，1978年出版记录祭典男女与风景之代表

作《风姿花传》（風姿花伝）。“风姿花传”一词出自15世纪

世阿弥能乐著作，须田一政认为其论“掩隐为美，赤裸则难

为美”所指便是摄影。

闪光灯

○ 《风姿花传》6x6格式奠定“须田调”，但事实上须田一政

是不断尝试各型相机、底片的摄影家，唯一不变的是即便白

天仍使用闪光灯，以缔造日常与非日常交错的影像风格。

偏差、冲突

○ 须田一政彷佛提取人类精神中的黑暗，大辻清司评其作

品具独特“偏差感”，而本人将摄影视为“否定表面、情绪、

感觉的表现，透过彻底记录的手段，抱持对自我内部凝视的

质疑，由自我内部的现实与真实的冲突，诞生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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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田一政

出生于东京。

从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毕业。

获得在杂志《日本相机》每月评选比赛中获得年度最优秀作

家奖。

成为寺山修司的实验剧团天井栈敷的专属摄影师，

独立。

凭借《风姿花传》获得日本写真协会新人奖。

出版写真集《风姿花传》。

举办个展“无名的男女 东京 · 1976~8 年”

举办个展“物草拾遗”（物草拾遺）。

获得日本写真协会年度奖。

举办写真展“日常的断片”（日常の断片），获得第 1届东川奖。

出版写真集《狗的鼻子》（犬の鼻）。

出版写真集《人间的记忆》（人間の記憶）。

凭借《人间的记忆》获得第 16届土门拳奖。

出版写真集《红花》。

出版写真集《民谣山河》（民�山河）。

出版写真集《到角落烟草店的旅行》（角の煙草屋までの旅）。

德国出版社发行须田一政写真集《IsseiSuda. The Work of 

a Lifetime-Photographs 1968 ～ 2006》

美国出版社发行写真集《Six by Six(Set four)》。

写真集《风姿花传（完全版）》发行。

写真集《一九七五　三浦三崎》发行。

写真集《RUBBER》发行。

个展“天井栈敷创生季”在东京举行。

个展《风平浪静的碎片》（凪の片 fragments of clam）于 9

月28日至12月1日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行。

丹羽 晴 美（以下 简 称 “丹羽 ”）○从

1976 年获得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的

“风姿花传 ”，1983 年获得日本摄影

协会年度奖的 “物草拾遗 ”，直到今

天，您不断发表充满力量的摄 影作

品。但您会不会觉得世间对于您作品

的评论，依然有些误解呢？
须 田一正（以下 简 称 “须 田 ”）●是

的，我一直这么觉得呢（笑）。但是

对于摄影家而言，太严肃看待评论

那样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一旦

自己的评价被固定下来，一旦被说

成是如何的摄影家，有如何的摄影

风格，那我就会逐渐丧失对我自己

的兴趣了。因为从此无论拍摄什么，

都只会被看成是那样的东西。这样

摄影家不就丧失对被摄体，对主题

的兴奋感了吗？

丹羽○当人们说 起您的 作品时，经

常提到 “潜藏日常中的黑暗 ”“妖性 ”，
或是 “日常与非日常 ”。您对这些词汇，
也同样感到不合适吗？
须田●比起这些词汇，我的作品是

关于“以偏差的角度观看事物，竟

然可以发现那么有趣的东西”，或

是“虽然只是偶然地捕捉事物表面，

竟然总让自己感到吃惊”，我的摄

影，就是这些行为的结果，这样叙

述应该更为贴切吧。我一直对于

寻找这些结果抱着兴趣，并且努力

拍着。不，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努力

吧（笑）。 055054



专访　须田一政

丹羽○这么说来，您观看事物的方法、
拍摄事物的方法，有没有受到什么人

的影响呢？
须田●比起拍摄，观看才是引领我进

入摄影世界的入口。年轻时，我经常

到外文书店阅读威廉 ·克莱因（William 

Klien）、理查德 · 艾维顿Richard Ave-

don、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摄影集。

其中我最喜欢佩恩，当自己也开始摄

影时，我也用与佩恩同样的方法尝试

过呢。佩恩的摄影集中有摆设著法

国面包、冷冻食品的静物摄影，虽然

我看着看着，想说只是单纯的摆设，

自己也可以简单地完成，但是实际拍

摄时，构成的力量也不同，色彩的显

现也不同，只表现出我的东施效颦了，

这让我领悟到摄影是因人而异的。

丹羽○就在 50 年前，您的 “恐山 ”获
得《日本相机》杂志举办的杂志摄影

比赛年度大奖。“恐山 ”可说是您的

出道作。是否因此让您决定走上摄影

家之路？
须田●就心情上来说，算是解决我心

头上的一件事吧。让我有了就这么继

续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自信。

丹羽○ “恐山 ”是往灵场恐山的旅行

纪录，从 此之 后，“旅 途 ”成为您创

作中重要的元素吧。
须 田●得到年度大奖时，我 23岁。

那时，我参加一个由摄影爱好者组

成的摄影组织，对我而言，这是非

常珍贵的经验。

那个组织称为ぞんねぐるっぺ（sonne 

gruppe，德文，意为太阳社），是由

后来我也就读的东京综合写真专门

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所举办的摄影聚

会，就在我家旁边的神保町。主办者

经营着DP 相片冲印店，里面有非常

多的摄影集，为了看那些摄影集我经

常在店里晃来晃去，后来被老板招

呼说 ：“你就坐下来好好看吧，你喜

欢摄影吗？”我说喜欢，于是，我就

被邀请参观在店铺二楼举行的摄影

聚会，这就是我加入的起因呢。那时，

大家立志拍摄像滨谷浩摄影集《里日

本》那样的摄影，并把《里日本》奉

为圣经，即使今天，我仍旧受到这本

书很大影响，喜欢往日本北方旅行。

组织成员们为了拍摄雪国的照片而一

起旅行，但是，大家并非专念于拍

照，在雪中生火煮咖啡来喝等等经

历也非常愉快。我虽然在专门学校

学习到技术性的东西，但是这个组

织，教会了我何谓旅者之心。摄影的

愉悦，旅行的愉悦，我就如此地被

摄影的魅力，牢牢捕获了。

丹羽○从1967 年到1971年间，您还

担任了寺山修司的前卫剧团—天井桟
敷的专属摄影师。
须田●我很喜欢主持剧团的寺山修

司所写的戏剧。所以，当我看到他

的征人广告时，我就想，不知道他能

不能以摄影纪录人员雇用我呢？边想

丹羽晴美（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策展人）/ interview

富田秋子 /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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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我就边应征了。当时是剧团的草

创期，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寄宿在寺山

家里，排练着戏剧，那股热情与能量，

真是非常强烈。还有负责美术设计

的横尾忠则、宇野亚喜良，负责服

装设计的小筱顺子（コシノジュンコ），

众多杰出的鬼才，都以寺山为中心围

绕著。虽然我仅是跟着剧团，但是

能够置身现场，就已经是非常珍贵

的经验了。摄影爱好者组织ぞんねぐ

るっぺ，指导我旅行的方法，天井�

敷，则告诉我了何谓热情—我从

那里学习到了冲着一个目标义无反

顾的热情。

丹羽○您的最新作品，是拍摄服装人

偶吗？
须田●当我看著服装人偶时，心中涌

起了被囚禁者的形象。人偶的脚，事

实上只有单纯的站立机能，虽然那里

同时有著金属部分，但猛然一看，那

里不是有着最纯粹的情色吗。我看

准清晨毫无人迹之时，拍摄银座街

上的橱窗，我向来在白天拍摄，但即

使是正午时候，我也会使用闪光灯。

一般使用闪光灯的照片，色调会远远

偏白，但我在冲洗相片时强制地曝光，

照片的影像就会软绵绵地出现。那

个质感真是好到无法言喻。我光是

想像如此完成的影像，心就已经兴

奋起来。

我一直都被那种兴奋感所驱使，现在

依旧继续拍着呢。055054



须田一政，风姿花传　东京神田，1975  
© IsseiSuda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ura gallery Beijing 057056



须田一政，风姿花传　山形银山温泉，1976  
© IsseiSuda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ura gallery Beijing057056



须田一政，人间的记忆　东京饭田桥，1976  
© IsseiSuda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ura gallery Beijing 059058



须田一政，民谣山河　群马草津，1978  
© IsseiSuda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ura gallery Beijing059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