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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es of narrating culture memories based on various medium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ommunit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ir histor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will base on the concept of 

trace, and takes the narrating of culture memory of the atomic bombing in Hiroshima as an example, especially the 

photographs Here Goes River by Aya Fujioka, to analyze how the traces documented in photograph tell the memories 

of hiroshima concerned with its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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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文化传统和媒介应用的种种记忆实践，是一个共同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普遍认知的历史叙述的

形成过程。本文将基于文化记忆中的“痕迹”概念，考察摄影师·藤冈亚弥的摄影集《川はゆく（河流）》中

所体现的、以叙述日本广岛“原爆记忆”为主题的现代原爆摄影的视觉表征，探查“痕迹”在摄影媒介之下如

何脱离其固有文脉而成为特定的记忆符号，参与并进行着原爆记忆的述说。 

关键词：痕迹，记忆，原爆，摄影 

 

1.前言 

时至今日，虽然技术的发展为保存和传承文化记

忆提供更多可能，但记忆风化的危机，特别是在过去

的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相继离世的情况下记忆如何存

续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人身份和认同的维系，也包

含着人类关乎未来的情感依托。与记录作为“活证”的

历史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并行的，便是对作为沉默的

历史证人的物质痕迹——如遗物、遗迹、废墟、历史

事件的残片等——的再挖掘与保护。一方面，博物馆

等公共机构为痕迹的存续提供物质空间，其收藏和展

出的“痕迹”，因其与指示对象的直接关联性，涵盖了

客观历史现实而可以被作为符号进行解读。另一方面，

这些碎片式的残留还时常作为一种艺术元素，通过艺

术家基于个人记忆或情感体验的解构与再构成为新

的物质化象征，持续为记忆表述带来新的可能。这也

是本文的研究趣旨所在。 

2.痕迹：作为物证与作为艺术表现的可能 

20 世纪以来，记忆愈发成为与身份认同、历史

认识等不可割裂的重要课题。它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主

体基于当下的、对个人命运及宏大历史的反复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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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在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学说的背景下，

各种媒介手段与文化实践对记忆的规范和延续作用

被进一步明确——从文字、图像、仪式，再到纪念碑、

博物馆等“记忆场”，它们作为记忆装置确保文化记忆

得到汇聚和传承。媒介技术的功能性承载着记忆保存

乃至社会记忆结构的变迁而被赋予更多意义，同时，

记忆问题逐渐成为我们观照过去时的话语焦点。这些

都带来了对区别于宏观的历史认同的个体话语的关

注，并最终促成了弥散在各处的、个体或群体对历史

与记忆的自发性叙说。 

在诸多记忆媒介中，痕迹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符号，

在今日仍然以一种非叙述性的客观姿态成为过去某

个史实的证明和追问。物质痕迹是有关过去的不偏不

倚的证明，具备极大的历史考古学价值。另一方面，

这些物质痕迹同时也是区别于文字符号的视觉图像。

在阿斯曼看来，图像拥有巨大的诉诸情绪之力，“可

以完全封闭自己，或者比任何一个文本都滔滔不绝”

（阿斯曼 2016：247）。痕迹的滔滔不绝与绘画等图

像形式不同。作为一种碎片式的物质媒介，它虽然只

能呈现过去的部分信息，但与指示对象的直接关联性

却也保证它能够激活人们对于忘却的某种认识。“痕

迹是一种双重符号，它们把不可分割的回忆与遗忘编

织在一起”（同上：247）。另一方面，这种多元的符

号机制还意味着痕迹包含文字记述等媒介载体所不

具有的、非意图性的话语力量，以及单纯的文字媒介

所无法呈现的种种表象的不可能。正因为痕迹是发生

于过去的某个事件的不完整的表征，因此将其从原本

的语境中抽离、放置到新的情境中叙说某种记忆的尝

试也不胜枚举。这之中，现代艺术与“痕迹”的结合，

在为我们关联历史提供新的渠道的同时，也充斥着一

种记忆唤起与情感共鸣的独特力量而受到关注。随着

艺术从崇拜价值向展陈价值转变，围绕历史事件、社

会问题等多种议题活跃着的现代艺术家们也更多地

将艺术与个体经验及当下日常相结合。其中，围绕记

忆的存档与传承，对痕迹加以活用以引导某想起，是

艺术家探索艺术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联的重要表现

方式。 

随着战后经济复兴、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发展，

利用“痕迹”保存和延续原爆记忆的实践，是广岛和长

崎构筑“被爆都市”“和平纪念都市”等身份的重要基

石，也是日本战后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无法忽视的重

要一环。某种程度而言，正因为爆炸瞬间释放的巨大

能量，原爆体验与记忆的真实性只能通过残留的物质

痕迹得到还原。大量原爆痕迹的收藏和展示，是呈现

被爆的实相，并将被爆体验及由此衍生的、珍视和平

的观念世代传承的重要依托。在此，原爆的物质痕迹

体现的是一种关乎历史与记忆的稳固的维系力量。另

一方面，日本的现代艺术界也在逐渐打破原本与政治、

社会议题的疏离，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后，记忆文化

的渗透与被爆者高龄化带来的记忆传承的危机感，促

使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参与到原爆记忆的讲述中；而从

他们的实践不难看出，“痕迹”仍然是表象原爆这一母

题的重要工具。原爆的物质痕迹通过艺术创作被不断

“复制”和“共享”的同时，其意义本身也发生嬗变，同

被赋予的艺术审美性与文化价值一起，直接参与到艺

术家构筑的表象原爆记忆的记忆之场中。 

在将都市中残留的痕迹作为原爆记忆叙述媒介

的种种实践中，摄影师藤冈亚弥为我们了解痕迹之于

原爆记忆的叙述意义提供了代表性视角。2013 年，

藤冈结束辗转各地的旅拍生活，以广岛为据点、以原

爆为母题开始了对广岛的拍摄活动，并在 2016 年以

“川はゆく（河流）”为题举办个人摄影展。次年，这

些出展照片与新近拍摄的照片一同被收录于摄影集

《川はゆく（河流）》中，荣获第四十三回木村伊兵

卫大奖等诸多奖项。“河流”系列并非藤冈与广岛的初

遇。早在 2009 年出版的摄影集《私は眠らない（失

眠）》中，她便借由 2000 年至 2006 年间在家乡广岛

县吴市拍摄的街景或家人的日常一瞬，娓娓道来对亲

情与故土的感受与回想。然而，“河流”系列的创出，

却承载着她此前未曾有过的摄影经验——通常，摄影

主题随着拍摄进程逐渐明晰的藤冈，在生活于广岛、

漫步于广岛街头的过程中首次浮现出“拍摄广岛”“记

述原爆记忆”的明确的摄影欲求。可以说，“河流”是

基于明确主题的摄影企划，而“河流”系列中的广岛与

“失眠”系列中的广岛形象也已相去甚远。它所记述的

并非广岛出身的藤冈本人对于故乡的怀旧，而是萦绕

于她所注视的种种痕迹中的原爆记忆，是摄影师试图

脱离广岛的黑白影像的印象定式对被爆地广岛的重

新审读，带有鲜明的责任感与问题意识。在这一过程

中，对作为被摄体的“痕迹”赋予的主观情感成为解读

《川はゆく（河流）》的记忆表象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3.原爆记忆的叙述与延续：照片与历史痕迹 

3.1.围绕河流的物语 

《川はゆく（河流）》以流经广岛的六条河流为

由头展开，通过围绕痕迹的叙述建构有关原爆的记忆

空间。对于藤冈来说，拍摄区别于刻板印象的“新”的

被爆地广岛，与她在广岛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对河流

的知体验直接相关。河流的流向或都市广岛与河流的

紧密关联，这些生活在广岛后初次认识到的事物，促

使藤冈跳脱固有印象、以独有方式记录广岛的摄影活

动的展开——譬如，想要进一步了解原爆史实的摄影

欲求，对“此时此地”的广岛与自己的关联性的反思，

对被爆都市的“过去”与“现在”的探讨。正如第 27 回

林忠彦奖评审会赋予的“只有居住者才能拥有的视域”

的评价一样，可以说，“河流”系列是基于现代都市广

岛的观察者及生活者的视角而展开的物语。 

摄影师土田宏美曾评价藤冈的“河流”系列是“当

历史作为过去发生的事实而在回忆中走向封闭的岔

路时，与都市中潜藏的种种原爆事项相互作用，成功

将日常结构化的实践”，结构化的表征的力量从而取

代了叙述原爆时难以摒弃的教育或警示意味。事实上，

这种结构化日常的形成，与始于河流的联想及投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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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河流在内的视线的意味不无关联。一方面，对于

水之都广岛的初次认知，加之在广岛河畔的公寓里居

住的生活体验，使得河流对于藤冈镜头下的广岛与原

爆叙事而言具有原点般的重要意味。另一方面，这些

河流超越都市景观的存在意义，则是藤冈构筑的记忆

空间的重要象征。根据藤冈的解读：“河流是广岛的

命脉。原子弹投下时，很多人为了逃亡或求生纷纷跳

进河里，也有很多人在河里丧生。课本上读到的这些

画面在我心理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我在为这一

摄影企划命名时避免直接使用’广岛’，而是使用’河流’

的意象。”从这里可以看出，藤冈所凝视的河流，并

非单纯的都市景观的构成元素，而是和平都市中存在

的“非日常”的龟裂，是原爆记忆贮存的节点之一。河

流意象所呈现的情绪意识，首先铺陈了其记忆空间中

的情感维度，并为观者解读作品主题提供了避免心理

主义陷阱的可能。 

以河流所隐喻的被爆史实为出发点，透过作为广

岛的生活者、观察者的视角，藤冈在照片中呈现了与

原爆保持直接指示关系的、或是一眼望去意味不明的

被摄物等多种“痕迹”。这些现代都市中散落的日常如

何被重新赋予意义以铺陈在记忆叙述中，对于解读

“河流”系列的故事性来说必不可少。都市日常与历史

叙事相关联并作为某个具有启发性的结构框架，这一

过程之中浮现的，是被视为是原爆痕迹的独特且多样

的存在样式。 

3.2.对原爆痕迹的注视 

3.2.1.河流：广岛的河流，原爆的河流 

正如《川はゆく（河流）》的扉页所写“河流如血

液般流淌 血液如河流般流淌”一样，河流是广岛的命

脉，同时，将“河流”作为被爆地广岛的代名词，将其

视作唤起原爆记忆的、原爆历史痕迹式的客观存在，

则与血液所隐喻的非日常性紧密相关。 

3.2.1.1.河流的现在：从都市景观到死的风景 

在太田川的三角洲上形成并发展的广岛市素有

“水之都”美誉。近年，随着“水之都广岛”计划的推进，

河流及其周边区域作为重要的象征空间，成为统筹整

备和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块之一。但藤冈则将作为“水

之都”象征的河流解读为原爆的隐喻。事实上，这种

河流与原爆的关联性，可以从被爆者的证言及原爆的

相关影像和文字记述中察知。根据松尾（2007）等人

的研究，原子弹爆炸后，为了逃避灼伤的痛苦跳进河

中甚至最终惨死河中的状况并不少见，而朝向河流方

向奔跑避难也成为被爆者们求生的下意识的选择。在

作为研究对象的 4000 余件被爆者证言中，四分之一

言及了河流及桥梁，其中又有四分之一提到了河堤、

河中的死者，河流与原爆的关联性不言而喻。时至今

日，围绕广岛河流的有关原爆的恐惧感仍然能从被爆

者的采访或手记中看到，而打捞河流中原爆残片的活

动也一直在持续——研究员嘉阳礼文坚持十五年以

上在元安川搜寻原爆痕迹，打捞出大量沉积在元安川

的被爆者的遗物，甚至包括原爆穹顶的建筑物碎片。 

河流是水边都市的标志，同时也是原爆的见证者；

是被爆者求生的希望，也是漂浮着大量尸体的巨大坟

场。在这一层面来讲，藤冈实则在用“死”的笔触描述

和记录河流的风景，将观者的记忆从充满生命力的日

常场景拉回至那段历史中；河流也从充满魅力的都市

景观转变为印刻着原爆历史的巨大痕迹，而包括藤冈

在内的观者们则无法从这些痕迹所讲述的各个亡灵

物语中移开视线。 

3.2.1.2.血液般的河流：过去的痕迹/浮上的未来 

事实上，藤冈拍摄的并非与市街交相辉映的、作

为城市生态景观的河流的景象，而是极为朴素的、或

是暴雨过后有些浑浊的河流及其周边风景。共同被写

入的还有修学旅行或和平纪念仪式的场面、行人的某

个瞬间。这些照片呈现出与都市风景照片完全不同的

情绪氛围。“所有照片都包含令人恐惧的元素，即是

死者的回归/幽灵”（罗兰·巴特 1985：16），而借由和

平都市·广岛的样貌映射出的“充溢着恶意与不安的

情绪”（饭泽 2017），或许与罗兰·巴特所谓的幽灵似

的幻想有相同的含义。 

藤冈向都市广岛投射的生活者视角，与吉本隆明

（2003）论述的“普遍视线”概念有共通之处，但同时，

河流的照片又不仅是普遍视线的产物。基于对河流与

血液的关联性的想象，照片中映射的“世界视线”也难

以被忽视，并在唤起原爆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世

界视线”是吉本提出的与“普遍视线”相对的概念，但

它不仅可以被理解为从高空垂直俯瞰地面的视角，也

可以被解读为基于都市未来预想图的、对当下都市像

及生活空间的批判性概览，包含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

然而，藤冈的照片里所记述的河流所隐喻的，是随着

时光逐渐褪色但终究无法被完全抹去的原爆的光景，

这种与都市未来像相反的视角，是吉本所谓“逆世界

视线”的体现。从逆世界视线出发，原爆的幽灵被牵

引至观者面前，并以河流为支点，成为观者可以自由

出入、思考的场所。 

 

图 1 来源：藤冈亚弥《川はゆく（河流）》（2017） 

作为原爆痕迹的河流，在普遍视线和逆世界视线

的交错中提供了无尽的都市想象与历史回溯的可能。

然而这种充溢着过去性的物质载体和呈现方式，偶尔

也会被镜头中一些偶然的写入打破。藤冈不仅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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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目之所以及，还升腾出她本人也在画面中某处

似的鲜活的临场感——譬如凝视河流的女子的背影、

沿河而坐等待采访的老人、面向河流合唱的学生等。

根据藤冈的解释，这些被摄物体本身不具有任何特殊

意味，只是当下的都市广岛极为普通的日常；同时，

它们又是基于“今日的广岛与自己的关联”思考的凝

视对象。这些被摄体从而实际关涉着藤冈甚至每一个

观者，表露着自我言说的意味。这种自我凝视、自我

言说的经验，在吉本看来是与临终体验相类似的“世

界视线”的体现。正因为这是“以自身的死为代价，从

时间的尽头/空间的上部俯瞰自己的死亡过程”（吉本

2003：109）的体验，因此所能读取的经验保有面向

未来的闭塞感，甚至是基于自我的想象而形成的虚像。

在面对都市与人的交汇——这种和平都市的种种生

活景象所诠释的高次的广岛印象的同时，我们难以回

避藤冈所留存的世界视线的力量。原本基于“逆世界

视线”、向未来无限延续的河流的形象，被画面中写

入的都市人群的元素所承载的世界视线不经意割裂，

不再是作为读取原爆记忆的断片，而是再度作为都市

的全体像获得新生。在藤冈的摄影作品中，安逸的都

市景观中夹杂的异质的令人不安的情绪，正是在这样

复数的视线的矛盾的交错与变换中产生。 

此外，以河流为中轴线的广岛市区卫星图片同样

不可忽视。在藤冈的摄影集中，这些照片的相关信息

均不为所知，但从画面边缘的相框轮廓可以辨认出其

大概率是资料馆或博物馆保存的战前图像。在吉本看

来，卫星图片无法清晰呈现都市中鲜活而具体的生活

空间——这些细微的生活状态只有通过“与人类视线

高度或坐高平行的视线”（吉本 2003：149）即普遍视

线才能被读取。在面对藤冈翻拍的广岛的卫星图片时，

观者需要进行类似的情绪与思想互动——包括藤冈

本人在内，原爆记忆与自身的咬合，只能通过普遍视

线下的联想而实现。相较于现代都市广岛中围绕河流

的种种日常生活景象以及投射于它们的过去、现在、

未来相互交错的视线与心理感觉，即使在彩色相片的

映衬下也难以脱离年代感的广岛市区的卫星图片，则

将混杂着诸多意味的河流及广岛的形象重新归结于

“过去”，为其赋予了回归“原爆记忆”叙事的某种秩序

感的力量。 

3.2.2.原爆穹顶：“刺点”的想起 

根据创作手记，藤冈以原爆的地标性存在开启拍

摄活动，原爆穹顶从而作为主要的被摄体而浮现。它

是原子弹轰炸的直接痕迹，也是广岛市最具代表性的

被爆建筑物。“在废墟般的被爆地广岛的黑白照片中，

原爆穹顶拥有圣像般的核心地位”（奥田 2010:124）。

与诸多原爆照片类似，藤冈也并没有回避对原爆穹顶

圣像般地位的描述，而基于生活者视角的拍摄观念则

成为她镜头下的原爆穹顶意象的独特之处。无论是大

雪覆盖之下还是绿荫旁的原爆穹顶，藤冈镜头下的这

一被爆废墟彰示着黑白照片中难以捕捉的时间的广

度；同时，正如在以原爆穹顶为远景的空地上跳跃的

女学生的照片（图 2），将日常生活中看似无意义的

一瞬与原爆穹顶的远近对比的构图模式也较为常见，

作为背景乃至远景出现的原爆穹顶的意义似乎只能

在暧昧的假设中游离。 

3.2.2.1.原爆穹顶的色彩：记忆着的现在 

然而根据藤冈的解读，这些日常景象并无任何指

涉意味，“这是现在的广岛的日常。正因为能够窥见

历史，这些照片才拥有意义”。由此，在不同时空维

度中跳跃的原爆穹顶的姿态中其实都蕴含着“通过现

在的广岛去意识化原爆之过去”的共通情绪。 

  

图 2 来源：藤冈亚弥《川はゆく（河流）》（2017） 

通过“现在进行时”的被爆地追忆原爆，是东松照

明、大石芳野等摄影师们业已实践了的拍摄方式，但

藤冈将这种理念具象化的手法却与其有所不同，其一

便是彩色照片的应用。事实上，黑白照片里充盈的过

去性是罗兰·巴特所言说的“存在过”的摄影的本质。这

种本质总是通过照片上留存的过去的直接痕迹，即无

意识写入的被称为“刺点”的时间性体现，尤其是在描

述历史的场合，“时间被压缩，被摄物‘已经死去’与‘今

后也终将死去’的性质共存”（巴特 1985：118）。在黑

白照片中，原爆物语被回收至废墟化的被爆地这一单

一的、过去的时间维度中，无可避免地充溢着“已经

死去，今后也会是死去”的感受性。与之相对，藤冈

所记述的时间性却总是以流动的状态呈现。绿茵环绕

着的、大雪纷飞中的、灯光秀点缀下的原爆穹顶的诸

相，是藤冈所生活者视角的直观体现。我们在面对原

爆穹顶亘古不变的姿态的同时，也同摄影师一起读取

着其中不断叠加的岁月。从而，照片中的原爆穹顶，

已不再是独立于时间流逝而停留在过去的、意图直接

唤起原爆记忆的物理痕迹，而是伴随着摄影师足迹的

一种连续性的时间书写。藤冈所拍摄的原爆穹顶，继

而从“记忆着的过去”的表象，转变为“记忆着的现在”

的当下与历史的秘密对话。 

3.2.2.2.原爆穹顶的意味：圣化与复旧的反复 

通过原爆穹顶的照片，观者可以直接读取关于原

爆的记忆，这与战后以来原爆穹顶作为诉诸原爆史实、

祈愿世界和平的“跨越时空的话语传递与象征体系”

（ Foote 2002:31）的存在价值直接相关。早在 1951

年的都市建设计划中就作为“唯一的”被爆建筑物被

特殊化、并为其后市内的被爆建筑物保存事业带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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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影响的原爆穹顶，无论是在都市复兴还是原爆记

忆永续化的场合，始终都作为“圣别”的对象而被赋予

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圣别”是地理学者 Kenneth E. 

Foote 提出的概念，他关注记忆文化与都市景观中历

史痕迹的，尤其是与悲剧性的历史事件有关的痕迹的

变容，并由此归纳出关乎这些痕迹的圣别、选别、复

旧和抹消的四种模式。圣别，即为了将围绕某个历史

事件的记忆永续化而实施的纪念行为，并在这一过程

中将牺牲者或英雄的形象神圣化。在收录了诸多被摄

体的藤冈的广岛摄影群像中，以多种姿态反复登场的

原爆穹顶，无疑也是“圣别”的体现。藤冈意图传达的，

是原爆穹顶作为历史见证人所包含的告慰亡灵、祈愿

和平、再现不可能的原爆的巨大破坏力等基于物质痕

迹的指示特性所获知的讯息。 

但在藤冈的视角中，原爆穹顶同时也是与广岛日

常风景融为一体的存在。从这一意味而言，原爆穹顶

所体现的既非对战争的反思、对亡灵的追悼或其他任

何纪念的意味。它从“原爆痕迹”这一非日常中解放，

作为都市景观的元素之一而被消去“圣性”。但“圣性”

的消去并不意味着它同时消去了唤起原爆记忆的可

能，相反，它通过与“无意味”的日常情景的结合，成

为观者能动地赋予意义的基础之上才能被解读的审

美对象。对于这一原爆的物质痕迹本身而言，它作为

痕迹的意义及存在价值实际上并无改变，并且收获了

不断获取新意义的可能。此外，这种圣性消去的过程

也是“复旧”的体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场所

或物质存在并没有基于复旧的定式完全回归于自己

原本的状态，而是以一种漫无目的的空虚状态被放置，

却因此成为了诉说与唤起的表现”（田中 2003）。因而，

当我们凝视隐没在日常风景中、褪去圣性的原爆穹顶

时，或许很难回避对原爆记忆的回想，原爆穹顶从而

再一次被赋予价值，呈现出与都市广岛所表征的“当

下”这一时间性所不同的、受过去支配的刺点式的存

在。这样过去与现在反复交织的情感诉说，正如细江

英公的评述，“原爆穹顶的灯光虽然无比美丽，但却

表露出一丝问题意识”，包含引人深思的力量。 

3.2.3.资料馆展示物：作为美的记号 

此外，藤冈还将镜头对准了广岛平和纪念资料馆

馆藏的原爆遗物。然而“河流”系列中再现的这些物质

痕迹，并非单纯作为关于过去的记忆言说，而是通过

与其他被摄体的象征关联，在过去和现在的关系的再

编中实现自己的意义表达。譬如资料馆展示物“小伸

的三轮车”（图 3）。这一原爆遗物/痕迹叙述的是时年

3 岁的伸一在骑着三轮车玩乐时被爆的故事，亦是馆

内所藏的具有代表性和震撼力的被爆遗物之一。从构

图来看，藤冈的拍摄似乎并无独特之处，但“河流”系

列中收录的类似被摄物，则使得围绕“三轮车”这一痕

迹的回忆被添付了藤冈式的色彩：原爆穹顶前空地上

的儿童车（图 4）以及元安川边游玩的少女的 T 恤上

所绘制的三轮车图案（图 5），通过爆心地这一象征

空间及“儿童”“车”等元素的共有，藤冈将作为非日常

存在的原爆痕迹的与当下的特定时空串联。与之类似

的，还有对摄影师宮武甫所拍摄的被爆女学生的照片

的翻拍。被爆者痛苦的姿态，与“河流”系列中活在当

下的鲜活的女学生的姿态产生鲜明对比，仿佛泣诉着

被原子弹夺走的肆意人生。在过去与当下不断交互的

视觉叙事模式中，藤冈所投射的生活者视角赋予了各

个修辞场面合理调度的效力。 

  

图 3 来源：藤冈亚弥《川はゆく（河流）》（2017） 

  

图 4 来源：藤冈亚弥《川はゆく（河流）》（2017） 

   

图 5 来源：藤冈亚弥《川はゆく（河流）》（2017） 

诚然，这些被收藏至今的被爆痕迹，是广岛的都

市化进程中相对静止的、维持集体记忆核心的不变的

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现代广岛日常中不可欠缺的

部分。这意味着这些原爆痕迹在被藤冈视作日常之时，

仍保留着作为过去的时空性的“刺点”的性质。当观者

通过这些痕迹的照片唤起各自关于原爆的记忆、经验

着无法被再度现前的死的绝对实在性时，“刺点”从而

获得它的存在意义。但对原爆记忆的回想，在藤冈的

镜头下却也始终伴随着对酷似原物的、或与原物具备

接近性的对象的视像来加以实现。继而，原爆痕迹通

过与其他类像符号的呼应共同构成新的叙述文体，痕

迹的指示符号的性格由此被感性的、象征的意味置换。 

从这个层面而言，广岛任意的日常景象都有可能

是某个无法被再现的原爆物语的投影。同样，三轮车

等原爆的物质痕迹，则可以脱离原爆这一固有文脉，

成为跨越不同时空的、能够被创造出新的意义价值的

存在——与其陈述被爆者的私人物语，不如说它们是

总观照着当下、并由此打开通往其他自我表达、记忆

叙事通道的重要媒介。这些被摄物是现实的痕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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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因为意义边界的交错而作为对方的类像被解读。

具备这种性质的物质符号被查尔斯·莫里斯解释为

“美的符号”，即“指示对象是某种价值”（莫里斯 1988：

133）的符号。这里强调的不再是形式上的类比，而

是符号自身抱持的某种意味并最终作为自身价值予

以呈现的东西；美的符号的指示对象不是某个明确的

客观对象，而是在意味论层面具有关联或相似性的存

在。在“河流”系列中，馆藏的原爆物质痕迹及与之关

联的现代日常生活景象，作为它们的指示对象所浮现

的，并非自行车或女学生这一拥有明确轮廓的客观形

象，而是经由过去和现在双方的情感投射而具象化的、

用以表征过去与今天的哀歌般关系性的价值内容。因

此，这些原爆痕迹在指示性质之上，也成为了价值构

造、情感表征的符号，附加了美的符号的诠释功能。 

4.结论 

藤冈并非单纯拍摄原爆的物质痕迹，或者说，在

她的摄影群像中，这些物质痕迹并非绝对的核心。被

降下的国旗、美国总统大选的电视画面及围观的人

群……均是“原爆”杂揉至广岛日常中的尝试。在看似

繁杂的被摄物中，通过动员观者的感受性和思考力，

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原爆痕迹的发掘和原爆记忆的

唤起过程中。或许这便是藤冈想要实现的“不那么显

而易见的原爆物语”的具体呈现。以这些被爆地广岛

式的“痕迹”为线索，藤冈不断生产着原爆印象及被爆

地广岛的都市图景。 

这样的影像表现，也使得原爆的物质痕迹的存在

价值更为意味深长。一方面，原爆穹顶是充溢着“都

市的日常风景中的不可达到性、居住不可能性、场所

的违和感及非功能主义”（米山 2005:110）特质的圣

像般的存在，也是支撑原爆这一集体记忆的重要公共

空间。根据米山的观点，借由大众传播媒介反复呈现

的原爆穹顶的形象——即作为史实的见证者的原爆

穹顶，将关于原爆的记忆封印在原爆穹顶这一唯一的

记忆空间中，反而阻碍了观者对共时性的现实世界的

观照。那么与之相对，藤冈所拍摄的原爆穹顶，无论

是作为不经意的远景还是与周边环境相呼应显现，都

包含一种传统的原爆穹顶影像中所难以察觉的共时

经验，从而，脱离原爆穹顶桎梏的记忆叙述也成为可

能。另一方面，资料馆的展示物，与“意义关联”的现

代都市中的多种被摄体互动生成了浮游于过去与当

下的原爆记忆的表象。对原爆的物质痕迹的意义解读

从而丧失了方向性和程式化，在不同的观者的个人记

忆与原爆的集体记忆的互动中成为多样的私密物语

的记忆表象。 

“核威胁、灾难物语等的叙述，并不是让过去的

记忆、死者的记忆完全占据当下，而是需要首先从‘死’

的他者性中迈出一步”（川口 2014:47）。藤冈在《川

はゆく（河流）》中试图达成的，便是基于自我视角

的对“过去”的筛选、再将之与当下的自己和他者进行

关联构筑的实践，是冲破对“过去的死”的他者性的尝

试。在这一过程中，对痕迹的解构与多样化的诠释成

为藤冈式的记忆空间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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