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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otographic works depends to a certain extent on personal aesthetics and understanding. To 

analyze the works more objectively and calmly, we often need to combine relevant backgrounds. However, most of 

the relevant backgrounds we have encountered are "texts" that have been subjectively processed by other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such interpretations to have some new perspectiv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we need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focus on the "article" itself, and use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to obtain a new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 of "The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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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摄影作品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个人的审美与理解；为了更客观、冷静地分析，我们往往要结合相关

背景；但我们接触到的相关背景，大多数是经过他人主观处理过的一种“文本”，这样的解读很难有新的视角

和特色；因此我们需要摆脱束缚，聚焦于“文本”本身，利用互文性理论获得《美国人》的新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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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的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的

交流当中得以解释；但随着互文性理论的不断发展，

实践范围不断扩大，互文性理论将其他各种存在都视

为文本，因此摄影这一艺术门类自然可以置于互文性

理论当中进行研究。虽然互文性理论的实践范围广泛，

但是对于文本的选择并不是天马行空；因此本文选择

了两部时代背景相同的艺术作品，一部是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末，反映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现实问题的

《美国人》，另一部则是记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

国种族问题的《绿皮书》。 

2.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理论本身也处于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诞

生的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思潮之中，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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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娃最先提出并对其定义：“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

言的集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1] 

随着互文性理论的发展，以克里斯蒂娃和罗

兰·巴特为代表的文学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批判的

武器，将文本的范围扩大，可以将任意文本置于其中

进行分析研究，得到更立体、更深入、更新颖的视角。

罗兰·巴特在《S/Z》中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

和“多主体性的”，他认为读者在文本本身和所有文

本构成的空间中运动，这就是互文[2]，这一观点在其

关于摄影的富有权威性的思考之书《明室》中可见一

斑，巴特将照片看作是一种透明的文本，观看的过程

是观者与照片内部的“幽灵”进行沟通，把观看者作

为主体并且聚焦于照片这一文本当中。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将摄影置于互文性理论

之中，进行两个非文学文本的分析。但是对于文本间

互文的前提是两者内在审美的一致性[3]，同为影像媒

介文本的电影与摄影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在审美都具

有一定的共性；电影将以往摄影需要造型艺术通过心

理暗示的运动得以具象化地呈现出来，使影像的客观

性在时间层面更臻完善，在文本的表现形式上更加立

体，因此研究摄影作品与电影作品之间的互文性，有

助于我们打破两者之间的边界，丰富摄影作品的解读。 

3.《美国人》与《绿皮书》的文本共性 

当两个文本产生互文，无论是在形式或是内容上

这两个文本一定是具有共性的。电影《绿皮书》与摄

影作品《美国人》都是以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美国

为背景，那么在这样相同的背景下，这两部作品，也

可以说是两个文本之间必然具有一定相同性。 

3.1.时代背景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给人的印象是一片繁荣：

快餐、汽车、彩色电影、电视、计算机、工资上涨……

因此很多人认为 50 年代是美国的“幸福时期”。其

实，这一时期还伴随着恐慌、贫穷、失业、不平等和

种族歧视等问题。 

从《绿皮书》中的场景布置，演员服饰以及情节

安排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美国确实是一片繁荣：快餐、

汽车、电视、高收入、远超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消费水

平……因此很多人认为那时是美国的“幸福时期”。

但是我们在电影中也会发现上流人士与普通民众之

间的差距、男主面临的种族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不信

任等问题。这些正是在《美国人》中所体现出的：发

达的经济、贫富差距、种族问题…… 

相同时代背景的下的艺术作品往往具有相同的

气质且相互解读，《绿皮书》与《美国人》诞生于相

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必然会有相同的创作主题：电影

中比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要博学、绅士的谢利博士所遭

遇的种族隔离（只能在专门为有色人种准备的旅馆居

住且不能使用白人的卫生间）与《美国人》中摄影作

品《新奥尔良的电车》所展示的种族隔离（黑人与白

人不能在同一车厢乘坐电车）。 

3.2.矛盾焦点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白人

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

就业方面，黑人一般从事身份低贱的体力劳动且每日

工作量十分巨大，但是平均工资却不到白人一半，即

便如此，黑人的失业率也很高。除了就业以外，教育、

住房、交通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种族隔离，甚至在交

通方面也存在，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在需

要的时候还得给白人让座。[4] 

无论是影片还是照片，对于种族问题的表现与反

思都是极为深刻的；《绿皮书》以黑人主顾与白人司

机跨越南美的公路之旅为主线，将种族问题通过白人

与黑人、黑人与黑人、不同阶层之间的碰撞，全方位

深刻地反映出来，但是影片的温暖结尾给种族问题又

包上了一层“糖纸”。而《美国人》对于种族问题的

描述就更加直接，在第二趟往南开的旅程中，弗兰克

经过了美国最保守的两个州——南卡罗莱纳州和佐

治亚州，在这一路所见，严苛的种族隔离让他震惊。

当时美国好像并行着两个世界。但凡公共场所，包括

学校、社区、教堂、餐厅、电影院、图书馆、沙滩、

公园、厕所、马戏团、公交车，甚至饮水机，都是黑

白分开，黑人擅闯白人区就属犯法行为，这个黑白分

明的世界是绝对的。  

弗兰克选择直击问题本身，通过摄影真实的记录，

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种族问题。这种差异虽然有

可能是因为两部作品诞生于不同年代和不同的艺术

家之手，但其中的矛盾焦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3.3.影像媒介 

摄影与电影无论在视觉语言还是技术层面上都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电影作为一种活动影像，以静止

图片的空间运动来形塑时间与空间，因此电影将摄影

需要用符号或画面语言表述的东西，通过心理暗示的

运动得以具象化地呈现出来，使影像的客观性在时间

层面更臻完善，叙事更加具体[5]，影像世界的构建更

为立体；或者说在同一主题的表述上，相比摄影，电

影更加的直白。 

“照片不只是存在的事物的证明，而是一个人眼

中所见事物的证明，不只是对世界的记录，而且是对

世界的评价。”[6]不同的影像生产方式代表着不同的

现实关系，纪实摄影实现了通过现实来评价现实，强

调影像对现实的直接性参与。《美国人》专注于客观

现实的呈现，以纪实风格的影像深入日常社会现实，

以粗粝质感冲击精致华丽的视觉景观，以片段式、生

活切片式的叙事呈现挑战经典风格。 

与纪实摄影这种粗粝现实主义表述方式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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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绿皮书》的叙事与镜头更倾向于温情与规整，

这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延异”，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影这种与摄影不同的影像产生方式阐述着同一主

题，势必会为摄影作品的解读与创作提供更多的思路

与可能性，同时摄影的直观粗粝记录与表达，也会对

电影剧情的解读增加更多的共情空间。 

4.文本间的互文性解读 

因为《绿皮书》与《美国人》两部作品的多种“文

本共性”，使得其互文性分析联系更加紧密，所以在

这种文本化的视觉互文性分析中，文本中的符号解释

会更加直接。 

照片中的符号不依靠文字进行解读，转而将符号

进行电影动态、连续且声画同步的演绎，营造出一种

极强的代入感，将照片中的符号乃至于摄影作品本身

从二维的平面带入到三维的空间，为摄影作品的解读

构建了开放的空间。而两个文本中符号的一一对应使

得两者之间互文性愈发紧密，所以对于同一符号在两

个文本中的指涉关系可以作为文本间互文性解读的

依据。基于此笔者对电影中出现的摄影符号进行提炼，

来进行文本间的互文性解读。 

4.1.种族隔离 

在《美国人》中有这样一张拍摄于南方腹地新奥

尔良的经典照片（图 1）；在一辆有轨电车上有六个

乘客：分别是衣着讲究，眼神犀利的白人男女、一脸

茫然的两位白人小孩和紧皱眉头，欲说还休，面庞透

露出苦楚的黑人男女。[7] 

 
图 1  《新奥尔良的电车》（《美国人》系列作品） 

初次观看这张照片时，不得感叹弗兰克对于画面

的把握。他将种族隔离问题凝结在一个画面当中，以

黑人白人为符号，通过座位与面部表情将种族隔离问

题高度凝练，对种族隔离这一名词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当我们观看影片之后再去分析这张照片时，结合电影

的演绎，将无声沉寂的记录变成了掷地有声的控告；

无论是谢利博士被同事的冷落、同族的误解、白人的

敌对与排斥都是对这张照片的最好解读，电影的加入

使得照片的解读更立体，使得照片的解读不局限于照

片本身，对于创作背景的联系也不局限于单调的文字

叙述和逻辑联系，而是通过电影使照片“活”了起来。 

同时在影片也重现了《美国人》中的一些场景，

也为我们更深入的解读照片提供了依据。在《美国人》

中有很多记录了黑人为白人服务的照片（图 2），这

也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照片中的黑人眼神忧郁、空

洞且惆怅，三三两两地等候在停车场，他们似乎丧失

了自我；在《绿皮书》中也有这样的场景（图 3），

白人男主托尼作为谢利博士的司机，在等候博士演奏

的时候参与到了黑人们的“游戏”当中，他们乐于赌

博赢钱的过程，这也符合大众对于黑人好吃懒做、嗜

赌成性的偏见，但事实并不如此，正如影片中谢利博

士对托尼说：“他们没有选择是否进场的权力，但是

你有”，这样一句台词道出了黑人处境的无奈，也解

释了《美国人》中黑人空洞的眼神，因为他们没有进

场的权力。他们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 

 
图 2  《美国人》系列作品 

 
图 3 《绿皮书》影片截图 

4.2.主人公相似经历 

美国一直标榜自由包容，自称是外来者的天堂，

但当美洲的建立者踏上美国伊始便将欧洲的反犹历

史一并移植过来，成为美国文化在塑造初期众多继承

的“遗产”之一，同时在美国，相对于英裔美国人和

德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要晚很多，

所以意大利移民不得不与当地的“瓦斯普”（英裔美

国人）竞争低报酬的体力工作和廉价住房，这就引起

了意大利移民和 WASP 的矛盾，而双方宗教信仰的不

同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这使得犹太人和黑人在美国

的地位低下，而意大利人则被称为“半个黑人”[8]。 

而作为《美国人》的作者，罗伯特·弗兰克就是

一位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绿皮书》主人公托尼也是

一位来自意大利人，谢利博士是黑人，这样一来两部

作品的主人公（作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遭受的

不平等对待是极为相似的：弗兰克在他的拍摄过程当

中遭遇了反犹太主义，被警察带进警察局，其原因是

我是犹太人并且收到一封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封信，

一名治安官告诉他，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离开这个城

镇；而电影中两位主人公在经过美国南部的“日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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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被当地警察羞辱并关进了警察局。 

弗兰克并没有指明哪张照片是在自己遭受不公

平待遇时所拍摄的，但是通过影片分析，《美国人》

中一张在美国国旗下，将脚放在办公桌上的照片（图

4）与电影中的布景和傲慢的警察相呼应（图 5），

因此这张不只是一张记录了傲慢的警局人员的照片，

而是一张反映了作者自己遭遇了不公平待遇的无声

反抗，或许就是这个事件促成了弗兰克美国黑暗视角

的建立。 

 
图 4  《美国人》系列作品 

 
图 5  《绿皮书》影片截图 

4.3.汽车与公路 

在纽约拍摄了众多题材后，弗兰克开始了他的行

摄之旅。因为这时的欧洲刚经过战争的洗礼，一切都

在百废待兴之中，所以满大街的汽车给弗兰克留下的

印象极为深刻。 

《美国人》中有大量的汽车元素，五十年代的美

国人对汽车的迷恋已达到疯狂状态。弗兰克的照片中

不仅拍摄了人们如何生产汽车，他还拍下了人们如何

使用汽车，人们开车兜风，在车里睡觉，吃饭，甚至

把车作为亲热时的屏障；《绿皮书》作为一部公路电

影，公路和汽车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叙事，全片都围绕

着美国南部之旅进行叙事，也有许多的经典镜头出现

在车上。 

弗兰克拍摄的这些公路和汽车的照片，记录了自

己这一路上的经历与感想，也许在公路上才能摆脱城

市的种种压抑，尽管在《美国人》中我们没有看到美

国现代文明的另一个侧面：荒芜而广阔的旷野、丧失

法律的野蛮以及个体对自由的恐惧和渴望[9]，但这些

在《绿皮书》当中我们得以观察得到。 

通过影片连续性的演绎，将原本碎片化的单幅照

片连接起来，丰富了照片背后的细节，在弗兰克主观

镜头的拍摄手法之上，使得这种极强的代入感在影片

的加入后扩大，或者说，读者与摄影师完成了《美国

人》这样一部作品，而《绿皮书》将这部作品进行扩

写，为摄影作品的解读增添了几分趣味。 

4.4.家人 

《美国人》中对于家人的拍摄非常少，但是在最

后整理出版的时候弗兰克还是选了家人的照片作为

整部影集的结尾，为这样一部言语犀利的影集增添了

一丝丝温情。也许是因为整部影集的基调，人们对于

弗兰克家人这一主题关注较少，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弗兰克对于自己的家庭是十分重视的，而通过电影与

照片之间的相互参照，让我们理解了这样一张温情的

照片为何会出现在影集之中（图 6）。 

弗兰克极强的家庭观念与《绿皮书》中美籍意大

利人男主托尼很相似，正如影片《绿皮书》中所演绎

的那样，托尼不管天气有多么恶劣，一定要回家过圣

诞节，而家里的亲朋好友也都在等候着他。 

 
图 6  《美国人》系列作品 

5.总结 

通过电影《绿皮书》与摄影作品《美国人》之间

的互文关系解读，我们发掘出了照片解读得更多可能，

通过电影连续的演绎将照片与照片直接，照片与读者

之间联系起来，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媒介，都是对于现

实世界的映射。不同的形式传递着同样的信息，尽管

相比较《美国人》而言，《绿皮书》的镜头语言和叙

事风格显得更加温和内敛，但无法否认的是电影构建

的多维空间填补了摄影在动态和声音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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