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木最钟爱的拍摄对象：天空、爱猫奇洛、花朵、女人和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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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经惟

生于东京市下谷区（现在的东京都台东区）三之轮。

从东京都立上野高中毕业。

千叶大学工学部写真印刷工学科毕业，后作为宣传摄影师进

入电通公司。

凭借写真集《sachin》（さっちん）获得第一届太阳奖。荒木

经惟的名字也在同时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与同在电通工作的青木阳子结婚。

离开电通公司，成为自由职业者。

与东松照明、细江英公、森山大道、横须贺功光、深濑昌久

等人一同创立了“WORKSHOP 摄影学校”。

与安斋信彦、田宫史郎一同创办事务所“AaT ROOM”（该

事务所以三人的名字的头文字命名）。

获得织部奖。

获得奥地利的科学艺术勋章。

获得安吾奖。

获得每日艺术奖特别奖。

阳子

○ 大学毕业后进入电通担任摄影师，与在文书部任职的阳

子相识、结婚，并将两人在京都、九州岛的新婚旅行拍摄

成私家版摄影集《感伤之旅》（センチメンタルな旅），成为

其代表作。荒木经惟独立后，阳子投入文字创作，两人合

作有《第十年的感伤之旅》（10年目の「センチメンタルな旅」）、

《乡愁之夜》（ノスタルジアの夜）、《爱情生活》（愛情生活）等。
阳子1990年病逝，荒木经惟说：“我摄影人生的第一阶段，

由阳子开始，也由阳子结束。”

Erotos

○ 荒木经惟至今出版超过400本摄影集，题材除知名的裸

体外，还包括东京、人物、Chiro（荒木经惟的爱猫）、少女、

天空、花等，自言“没有相机就没有人生”，经常自创摄影词汇、

强调摄影应出自摄影家的本能与情感。Erotos是荒木的自

创词汇，最能体现他的摄影观—结合了eros（生、性、此岸）

与 thanatos（死、彼岸）， 他说：“对于生与死的爱，就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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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最钟爱的拍摄对象：天空、爱猫奇洛、花朵、女人和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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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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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16日，10年来最强的台

风韦帕登陆日本，造成了东京都地区

16人死亡。在台风登陆关东地区之前

的15日，从早上开始便开始下起了淅

淅沥沥的小雨，黄昏时已转为大雨。这

天，荒木经惟刚刚出院，在本尾久子

女士的帮助下，笔者与荒木经惟先生

在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坐在新

宿的一处地下酒吧进行了本次采访。

○ 采访时间约在晚上六点，荒木来

得十分准时。一进门便用他比一般

日本人略高的嗓音抱怨这多少有些

不合时宜的鬼天气。虽是初次见面，

但荒木却未给笔者任何陌生感。虽

说最近遭受了病痛的折磨，但他依旧

留着两边微翘的“疯狂教授”发型，

戴着他的招牌小墨镜。他宛如一个

漫画形象，有其固定的、且易于辨认

的特征。也许可以说，荒木经惟本身

就是他自己的一件行为作品。在这个

酒吧里，荒木经惟已经接受了来自各

个国家媒体人的采访，也许这里就是

他行为艺术的舞台。简单的寒暄之后，

采访正式开始了。

知日○今年，朝日出版社的编辑末

井昭出版了《天才荒木的黄金时代》

（天才アラーキーの良き時代），您在

Taka Ishii画廊也举办了展览。这些

都是您1970 年代的作品。回顾过去，

您觉得摄影与年龄之间有怎样的关

系呢？随着年龄的变化，摄影会如何

改变呢？

荒木经惟（以下简称“荒木”）●你们

总是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看我的以

前的访谈、摄影论什么的不就知道

了吗？我从一开始就已经说明了：摄

影是我的记忆。社会、时代的动向从

来不是我关注的地方。摄影就是我的

日记，就是在拍摄我活着这件事情。

知日○好的，那么您的“日记”的记

叙方式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荒木●上了年纪，性的成分少了，也

不怎么碰女人了。仅此而已，我没有

要宣扬什么，单纯是记叙我活着这

件事情。具体来说，如何评价我的摄

影作品，是你们文字工作者的事情。

与我无关。我过段时间会出版私小

说。在这本书中，我会将我的照片当

做一种文字材料处理、运用。其实，

用文字表述对我来说是很难的，所

以我才拍照。文字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知日○既然您对自己的摄影作品不做

评论，那我们随意的推测、议论您的

作品没有问题吗？这个时候就会发生

一系列的误读。您完全不生气吗？

荒木●没问题，我才不生气！这个肚

量我还是有的！我的照片没有任何的

目的性，单纯是一种生活记忆。我

从来不禁止大家的任意揣测。我看

到这些评论，就知道写文章的人的水

平了。比如我看了你的文章，就知道

你是什么程度的了（哼哼）。就算对

我的作品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也是没

有关系的，我会指正你们。比如，这

一张枯萎的花的照片，我在拍的时候

想到了彼岸世界，然后拍了下来。如

果大家不知道这些事的话，怎么看这

张照片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自己一直在拍摄花卉题材。对于

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模糊

的意识，我就是从那个基点开始正

式拍摄花卉的。妻子弥留之际，我

带着辛夷花的花蕾去守她。10 个小

时后，她去了，正巧在那个时候花开

了。也许后来我一直拍摄花卉主题和

这个瞬间是有很大关系的吧。（* 笔

者按：花卉最美的时候是其盛放之

际，一般来说亦可以认为是花卉的“顶

点”。荒木经惟的妻子荒木阳子去世

时，花正巧开了。采访中，荒木曾多

次提到自己对于“顶点”的看法。他

认为，人到达顶点就是到达生命的终

点。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有所讨论。）

知日○不过，您自己也著书、出版摄

影集，这个数量已经超过400 部了。

从著书来看，您自身也是对自己的作

品有一个解读或是某种宣言的不是

吗？从您思考摄影集如何编辑这个角

度来说，您对自己的照片应该也是有

所诠释的吧？

荒木●我什么都没想，没有编辑加工，

就这么出了摄影集。这就是我为自己

制造的日记呗。单纯拍拍自己的事情，

然后非常自然地排了顺序。从50 年

前开始，我就一直持续摄影这种行为，

因为摄影对我来说就是生存本身。

知日○现在，在和您对话的时候，我

感觉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您时

而靠近我，时而又抽身远离。我和您

之间的距离似乎总在变化中。在摄影的

时候，您也是这样时而消除与模特的

距离，时而远离并试图保持距离的吗？

我
从
来
不
禁
止

大
家
的
任
意
揣
测

专访　荒木经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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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秋天，荒木以他最钟爱的模特 Kaori
为主题，尝试制作了大尺幅 (20x24 英寸 ) 的
黑白一次成像照片，照片以 "Nobuyoshi Araki  
KaoRi by 20x24 instant films" 为名由 eyesenc
ia 结集出版，写真集的尺寸与原片的尺寸相同。

荒木●又来了！这个问题我都回答无

数次了。对于摄影师来说，“距离感觉”

这种事情不是最重要的吗？我的照片

就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照片的重点！

3.11之后福岛地区是禁止拍照的。有

一些摄影师偷偷跑到福岛地区拍一

些照片。因为摄影师们看到福岛地区

会有一种非常壮观的感觉。倘若奔赴

福岛，这个地区的任何位置都能拍出

好照片来，我认为这些照片会比富士

山还棒。不过，这些事情只能在心里

想想，是不能说出来的。

而且，我即使想拍也不会去拍的，我

虽然是一名摄影师，但是在此之前

我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我和

那些偷偷跑到福岛拍照片的人是不

同的。你想想，通过拍这些照片，摄

影师发挥感性并且获得了一种快感。

那你拍的这些照片给大家看，到底是

想做什么呢？想想那些受灾者还有他

们的家人，就知道这些照片是不好的。

从那些摄影师拍摄的作品中，我们似

乎能嗅出他们在看到各处散在的尸

体和福岛地区的残骸时那种兴奋的

心情。这些照片在我看来是很低俗

的。你如果认为福岛的废墟非常适合

拍照、非常棒，这不是会激起民愤吗！

所以，我克制住自己不去福岛那种悲

惨的地方。在东京这个小幸福的地方

有我可以拍的照片和表现的事情。那

就是我的生活。

说到这一点，比起绘画，摄影总是能

自然地映射出拍摄者自身。虽然也有

人说照片会说谎，但这也只是那个

拍摄者在说谎，并不是摄影器材在

说谎啊。通过绘画的方式描绘富士山

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如

果用相机拍摄，则会如实地展现那

名摄影师的素质了。

知日○这样说来，通过摄影这种表现

方式，能够显现出摄影师的思考方式、

个性和一些内部的东西是吗？我想每个

人的显现程度都是不同的。

荒木●对呀，在无意识之中自然地展

现出来了。根据每个摄影师的才能、

素质的不同，显现的程度是不一样

的。我就是那个总能很好地表现出

来的摄影师（笑）。

知日○那么您认为您的作品中什么时

期的照片是呈现地最好的呢？

荒木●我想是从现在开始吧。不过，我

现在刚刚出院，也看不清你的脸。只有

一只眼睛看得清楚。虽说是“单”反相

机……摄影拍照一天下来，还是很累的。

知日○您通过照相机看世界，和单纯

通过肉眼看世界，这两者之间有没有

什么不同呢？或是说哪一种方式更能

愉悦自己呢？

荒木●我和照相机已经一体了呀，没

什么区别。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会避

免到达“顶点”。

知日○为什么避免到达“顶点”呢？

荒木●因为“顶点”就意味着“死”。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的“顶

点”都是“死”。

知日○可是现在大家每天都为了到达

“顶点”而努力着。

荒木●哈哈，是啊。有那样想法的

人是挺多的。不过，在那些人的内心

中“顶点”是另一幅风景，和我的“顶

点”是不同的。

知日○那么，对于您来说“顶点”是

什么？我想继续聊聊刚才提到的花卉

的问题，对于现在的您来说“顶点”

是花盛开之际吗？另外，在您的作品

中的很多主题都是关于枯萎的花，那

这些主题对您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荒木●枯萎的花才是顶点啊！恩……

怎么说呢……也许盛开之际是一种

“顶点”也说不定吧。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我拍摄的枯萎的花实际上是，

我将被拍摄物杀死之后，展现的死

后的风景。所以说，我要是去了福岛

拍摄作品。不是正合适的吗？那里正

是“顶点”之后、死后的世界、彼岸

世界。我的摄影正是通过胶片在此岸

和彼岸之间穿梭着的活动。对我来

说现在正是考虑这件事情的最佳时机

（* 笔者按：2010年荒木经惟被查出

身患癌症，手术之后身体状态一直不

好，特别是最近已经影响到了作为摄

影师最重要的视力。治疗期间，荒木

发表了名为《遗作》《遗作Ⅱ》《遗作

Ⅲ》三本摄影集。这三本摄影集也

正是他对自己“摄影即日记”的最佳

诠释。），毕竟失去了一只眼睛嘛……

知日○您刚刚提到说“通过胶片”，那

么现在中国和日本都开始流行数码相

机，越来越多的人也都开始使用手机

照相了。您为什么会执着于胶片呢？

荒木●数码照相机完全没有把物象

拍摄下来。看着数码相机的液晶显

示屏，你一定认为“照上了”，但在我

看来完全没有照上。这就涉及到了一

个如何解释“照上了”的问题。在我

看来数码相机就是没有照上。虽然

大家都认为好像是“照上”了，但那

也许并不是那个人最完美的笑脸，也

并不是摄影师自己正在想的事情。

除了不使用数码照相机之外，我也不

带手机，尽量避开杂事，单单专心在

自己的事情上。我想现在这个世界越

来越糟糕。比如，facebook那玩意

儿越来越流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

了。今后，“人”也会越变越怪异！为

什么会这样，你别问我，具体原因我

也没办法解释。这个世界上有解释这

件事的人，我也仅仅用相机记录这

样的现象而已。

知日○如果一直使用胶片机，那很多重

要瞬间很难捕捉到，如果有手机相机

这种方便的器材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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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在北京 798 不可能空间展出的 IMPOS
SIBLE 相纸一次成像作品。

荒木● “方便”是最要命的地方。当

然，方便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太方便，

方便过了头。现在的摄影已经向着错

误的方向走了，大家都在后期处理。

这已经不是摄影的问题了，是设计的

问题！真是的，现在的人都搞反了……

知日○荒木先生您今天接受采访也

随身带着相机了吧？能否给我们展示

一下您带的相机呢？

荒木●好呀，我今天带的可是徕卡

M7。(一提到自己的相机，荒木经惟

的脸上立刻挂上了笑容，他抚摸着自

己的相机为笔者解释。)这是徕卡出

品的最后的胶片机。现在大家不是

经常在讲什么徕卡能拍出很不错的气

氛来、有味道什么的。其实根本不是

那么回事！大家都被徕卡这个历史名

词迷惑了。摄影这件事情，当初令人

惊奇的是能照出物象来。“照出物象”

才是摄影的原点，现在已经不同了，

大家已经不是单纯在“照出物象”了。

所以，我认为数码相机是在为摄影画

上休止符呢！当然现在变得棘手的并

不单是数码相机而已。哎……摄影已

经到时候了啊……我也不用再活下去

了吧 (笑 )。所以我为了保住晚节，自

己控制自己不要去福岛拍照片（笑）。

知日○您今天来赴约的路上用这台

徕卡相机拍了照片吗？

荒木●我坐车来的，刚刚透过窗户

拍摄了雨中的东京。我以前也出版过

这种透过雨天的窗户拍摄的作品集。

对啦，跟你讲，资生堂的商业照片是

我在拍哦。

采访中，本尾久子女士拿出了荒木经

惟从中国订制的宝丽来相机。

知日○相机是您从中国订购的？

荒木●是啊！你们知道 The Imposs-

ible Project吗？（* 笔者注：2008年，

宝丽来宣布停产。奥地利人卡普斯收

购了宝丽来库存的 50万盒胶卷，租

下了恩斯赫德胶片厂的厂房并买下了

里面的机器。他召集了一批前宝丽来

的员工，于2009年1月启动了 “不可

能项目”，英文原名：The Impossib

le Project。该项目旨在为宝丽来的

600与SX-70 相机生产新的胶片，计

划于2009年底推出第一批产品。2011

年 4月23日，The Impossible Project

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在北京草场地合

作空间举办了第一个 Impossible Ex-

hibition，一般译作“不可思议展览”。）

现在这个世道，也就在中国的北京能

给这个“不可能项目”一个发展的空

间了吧。听说当初宝丽来流行的时候，

在中国没有得到推广，现在宝丽来卷

土重来，在中国反而被看成是新鲜玩

意儿了。不过话说回来，今后中国的

发展会非常令人期待的。

知日○谢谢，我们想聊聊您以天空为

题材的作品，您一直在拍天空，离开

了与阳子的爱的阳台后，也没有停止。

荒木●因为，这个世界有“天”啊。

我才会拍！

知日○可是天空主题在您的作品中占

有很大比例……

荒木●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女人的

题材少了，花呀云呀这些题材就变多

了吧。不过我下次会以“人妻”为主

题，出版一本写真集。虽然现在才出 049048



版，但是我已经做这个题材有15年

了。我认为没有嫁人的女人就不是好

女人，“人妻”是最棒的女人。我将

她们分成三个阶段，其中也有孕妇的

照片。最近在拍的是母子像。拍这

些题材的时候，我是在摸索之后才

拍成照片的。具体来说，在感觉到

类似于某种信号的时候，我会拿起

相机拍下那个瞬间。我年轻的时候，

也这样那样地进行各种构想和尝试，

现在看来水平较低，真是没什么本事。

知日○您在最初拍照的时候就已经

形成了通过一个窗口—胶片来窥

视、关照彼岸世界的认识方式了吗？

荒木●没有。我想是大多数时候是

被拍摄物体教会我这些事情的。

知日○答案在被拍摄对象身上，而不

是您所怀揣的吗？

荒木●正是这样的！别人也许会把

自己的各种想法强加给被拍摄对象。

我不要做这些事情。我并不是在“表

现”，而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在无意

识中被牵引出来。

比如，我做了一个专门拍摄日本人脸

的系列。现在，虽然一般人认为拍富

士山才是拍摄日本，但我认为只有拍

摄日本人的脸才是拍摄日本。我的拍

摄以一对一（摄影师和被拍摄物体）

的方式进行。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

式是因为我同时想要表现一种（摄影

师和被拍摄物体之间的）关系性。此

外，还有一种非一对一的拍摄方式。

照相机的对面站着的不是一个人，他

或她和自己的家人站在一起。比如，

和自己的奶奶站在一起，或是和自己

的孙子站在一起。你看到这样的情

景会发现人生真的很棒！这些都是

拍摄过程中拍摄对象教会我的事情。

所以我什么都拍，因为所有的事物中

都有某些我没法说清楚的地方。作

为摄影师就应该更为坦率诚实地反

映对面世界的这种景色。

知日○您在拍摄女人、花卉、天空等

主题的时候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吧。

另外，还想请您聊聊您摄影作品中女

性和花卉的主题。其中，您拍摄花卉

的时候又会有盛开的鲜花和枯萎的

花两种。

荒木●花实际上就是性器。被花所

吸引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吗。我拍摄

花卉是看时机的，比如有时候会拍

摄越来越茂盛的花，有的时候又觉

得枯萎得快要扔掉的花是好的。你

不觉得花是一面镜子么？自己在某一

个时刻会觉得那个盛开的花、或是

枯萎的花很美好。虽然有的主题拍得

多一些，有的主题拍得少一些，但就

我个人来说是没有喜欢或不喜欢的。

我拍的照片都是我喜欢的题材。现在

的我拍得最多的是“彼岸”题材，也

就是乐园、天国。

比如，我会设置一个场景，那里有花，

旁边摆上一个人偶。等到那一天来临，

花旁边的人偶掉到了地上，腿折了…脖

子断了，死掉了。那样的场景和时刻是

我现在要拍的内容。明年我会出版这

样题材的写真集。现在已经出版一册了。

知日○另外您也在照片上画画，或是写字。

荒木●那个时候我有那样的冲动，单

纯就是想要那么做。这和人想要做

爱是一样的，没办法控制的。自己的

欲望是最重要的。我在照片上画画或

是写字就是发泄欲望。拍了很多花的

照片，黑白的……那时候好像把花拍

死了，想要努力让它活过来。我就会

涂上一些颜料。我认为这样的变化和

发展是十分有意思的地方。至少我

是这样的，别的摄影师又有别的原因。

知日○您所拍摄的花基本上都是花

瓶里面的花吧，好像野生的花比较少。

荒木●恩，先把花折断、把花杀掉，

再进行拍摄。花就像女人，不先蹂

躏一次、杀掉一次，就不能成为好女

人。做点坏事不是挺好的么？我就是

这种性格（笑）。就拿我的性格问题

来解释这个问题吧（笑）。虽然我也

认为自然中生长着的花是美丽的。说

句玩笑话，拍野生的花不是很累人

么？还要去爬山。我又不是画日本画

的老奶奶，非要跑到深山里面去……

知日○您真喜欢开玩笑，在您过去

的采访、对谈或是摄影论述中，常常

会出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前后不一致

的言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荒木●的确，我说的话总是不一样的

（笑）。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别在意，

怎样理解都可以。我挺随便的吧？我

到了明年想要把三本总结一下出版。

其实，我后年的出版计划都定好了。

我得趁活着的时候做这些事情。这个

月末、30日吧，我马上就要出版在《新

潮文库》上连载的“私小说”了。另外，

还想要在东京走走，拍拍“东京散步”

的题目。

知日○您最近的摄影主题在变化中，

另外，您的出版速度近年好像也稍

稍放缓了。

荒木●恩……这件事呀……这是因为

我的做事方式变化了。比如“私小说”，

我故意采用每两个月一次的连载速

度。在这期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把这些事情放入我的摄影作品

中。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过去，我是

前一天拍照片，第二天就出版。这次，

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每个月都在拍，

连载了10次左右，在这一年半的时

间里，会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遇上

些事情。摄影集有总结一年间的摄影

作品的成书方式，也有总结一天中的

摄影作品的成书方式。

除了制作方式的不同，还有观察方

式、感受方式的不同。所以，终于完

成了50册。之前，我在搬家的时候，

以前拍的照片都冒出来了。那些照片

被台湾的收藏家，还是美术馆的人？

我也不太清楚。总之，被他们看中、

买下了这些作品。因为那是我自己冲

洗的作品，被他们买走之后，我想大

家也许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作品

了。于是就在 Taka Ishii画廊展出了

《东京 blues　1977》（東京ブルース　

1977）。当然，各个展览会的主旨是

不同的。我平时一直在拍照，所以我

的作品数量可以让我随时办展。我是

有存货的！哈哈，可能是拍得有些太

多啦！你说是不是？

知日○原来如此，不愧是荒木经惟先

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同时

请您保重身体，拍摄更多更好的照片。049048



荒木最新的系列作品 "PARADISE" 的第一幅，2012 年在北京三影堂摄影

中心的个展《伤感之旅》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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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木最钟爱的拍摄对象：天空、爱猫奇洛、花朵、女人和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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