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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终于踏进巴黎欧洲摄影之家（Maison 

Européenne de la Photographie） 二 层 布 鲁

诺·巴贝（Bruno Barbey）大型回顾展展厅时，

巴贝的 150 幅彩色和黑白摄影作品，已被悉

数撤下，一一靠在墙边，一面面白墙上只剩

下一个个光的洞窟：展场射灯照耀而成的长

方形，边界竟十分齐整。

2016 年 1 月中旬我抵达巴黎时，已是巴

贝展览的最后一个周末，原本连展览相关纪

录片放映的排片表都抄好了，不料，上海遭

极寒天气期间巴黎也遇寒流，人一下子被击

倒，发烧卧床两天，错过展览闭幕讲座。

而上一次企图参观巴贝的展览是在 2015

年 11 月巴黎恐怖袭击的第二天，巴黎欧洲摄

影之家应法国文化部的指示，例外地闭馆了，

开幕讲座也取消了。

两次旅行恰好跨越了布鲁诺·巴贝回顾

展的整个展期：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 月 17 日。

周一，一个正常的闭馆日，我与巴贝相

约在此，馆内当天只有物流和粉刷的工人，

Bruno Barbey: Passages
布鲁诺·巴贝：

55 年，来来回回
摄影／布鲁诺·巴贝

Photos by Bruno Barbey
文／姚　瑶 

Text by Yao YAO

巴黎 5 区，学生们用人链传递鹅卵石修筑路障，1968 年 5 月 10 日，法国巴黎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他们开始筹备下一个展览。

“真的撤得太快了，我和 MEP 打交道

20 年了，这不符合常理。我的朋友从中国来，

我答应她周一依然可以看到展览，结果……”

法国的摄影、艺术人士多把巴黎欧洲摄影之

家亲切地唤作 MEP，类似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的爱称 Met 一样短促。

巴贝第一次在 MEP 举办展览是 1999 年，

展出的巴贝 1960 年代的旅行证件，彼时，他已经是马
格南的正式成员。

五十多年以来，马格南图片社的大将、法国摄影师布鲁诺·巴贝的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
过无数次军事冲突和众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为 20 世纪下半叶人类的进程捕捉了一份珍贵的视
觉文献。但是，巴贝不仅仅是一位眼尖手快、心怀悲悯的人文报道摄影师，他更是一位自由地、
创造性地运用色彩的卓越艺术家：他几乎与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同时开展彩色摄影实践，
并且，他对色彩、光线和肌理的敏感，直接地追溯至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阳光满意的地中海之
国摩洛哥。



海外 | FROM ABROAD

中国摄影 / 125124 /  Chinese Photography 

孩子们和一个乞丐，1962 年，意大利纳普勒斯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展出的是他的第一个重要系列《意大利人》

(1962-1963)。这组黑白作品是巴贝在瑞士攻

读摄影与平面设计时慢慢积累的作品。高中

毕业后，巴贝决定成为摄影师。当时唯一设

有相关专业的学校是瑞士沃韦艺术与工艺学

院（l’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de Vevey），但

1959 年入学后不久，他着实感到失望，因为

这里主要是培养广告和工业摄影师。他便常

常跨越边境，从瑞士到意大利拍摄，深入意

大利南北部许多地方，博洛尼亚、托斯卡纳、

西西里。当时，巴贝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电影流派的影响，尤其钟爱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 安 东 尼 奥 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巴贝的这组《意大利人》，通

常与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

国人》、勒内·布里（René Burri）的《德

国人》放在一起讨论。大概因为他们都试图

拍摄这个国家人民的精神气质。回顾展中，

也呈现了部分《意大利人》的作品。表情或

怡然或狰狞的意大利人、街头的妓女、晒太

阳的妇人，都显得十分生动；威尼斯船头戴

礼帽的男士，表情忧伤，更是让人难忘。

正是这组精彩的黑白摄影让他敲开了马

格 南（Magnum Photos） 的 大 门。 巴 贝 成 为

马格南图片社正式成员时，不过 25 岁。“当

时驻扎在巴黎的马格南成员只有三位，布

列 松（Henri Cartier-Bresson）、 马 克（Marc 

Riboud）还有我，我们也因此走得很近。”

马格南网站上，巴贝的肖像一度定格在年轻

的他骑在贴有马格南图片社不干胶标志的偏

斗三轮摩托车上的形象，高大、勇猛，潇洒、

乐观。

他曾在飞行员这一职业上有过期待，

16 岁时，巴贝就参加了一些备考飞行员资

格证书和跳伞资格证书的课程。无疑，他热

衷开阔的空间和翱翔的自由。但他意识到，

《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的浪漫历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想要去看这个世界，摄影或许才是新的

通行证。“摄影成为我与人相遇的最好的借

口”，巴贝在报道摄影的黄金时代，找到了

最好的切入时（历史）空（地理）的方法。

巴贝的夫人、本次回顾展的策展人卡罗

琳（Caroline Thienot Barbey） 控 制 了 撤 展 的

局面，在她的组织和引领下，我们（三人）

按照一定的顺序将大幅的照片一一装箱。这

些展品将被运往德国法兰克福，巴贝展览在

欧洲巡回的重要一站。

的确，我也有些吃惊，是夫妇两人亲自

完成这一工作，但他们显然乐在其中，我于

是也加入了他们，这也是我超近距离观看巴

贝作品的特殊方式。“手指千万不能触碰画

面，小心、小心，再小心。”夫人不住地叮嘱，

保护着丈夫的作品免受油脂的腐蚀、侵害。

巴贝则用家里带来的几只有些过时但坚

固可信赖的登机箱将同时展出的画册、一台

破损严重的照相机，还有珍贵的旅行证件原

件收好。巴贝虽为马格南图片社成员，但他

在（选择性地）执行委派任务的同时，更有

自己的工作方法。

“我通常向着制作一本书（画册）的目

标来工作，围绕着一个主题来组织我的拍摄

工作”，巴贝说道，“之后，可发展出一个

相关的展览。我喜欢做书、准备展览。”他

的出版作品不计其数，我一边帮他将这些画

册装箱，一边快速地翻阅。《波兰人》肖像集、

《葡萄牙》、《我的摩洛哥》、《上海》、《柯

达克罗姆的中国》，大多是以国家、城市这

样的地理单位形成的著作，也有合集，如入

选 PHOTOPOCHE 系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巴贝会亲力亲为地为每一本书选择合适的作

者，他信赖与画册主题或所拍摄的国家、城

市有某种联系的作家，着实用心。

回顾展画册《道路》（Passages）也是按

照国别编排的。目录中的国家名字下方的年

份，是巴贝第一次去及最近一次去该国家、

地区的时间。这本书的中文版将在 2016 年由

后浪图书出版。同时，巴贝在中国的所有彩

色照片，也将由上海比极影像艺术总监、法

籍策展人尚陆（Jean Loh）整理出版，尚陆也

曾首次在上海举办过巴贝中国影像系列展览

“柯达克罗姆的中国”。

撤展时，巴贝又用一张塑料汽泡纸包裹

一张尺寸较大的黑白接触印相，并注明“易

碎”和“1968 年 5 月”，这正是法国五月风

暴期间拍摄的一卷照片，其中框出的一帧成

为了巴贝的黑白代表作之一：画面前景中，

一个青年学生半蹲着躲避 / 袭击对峙方。“五

月风暴在我看来是西方国家首都城市经历的

最大规模暴乱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各地冲突不断。

直升飞机将受伤的美军和南越士兵送往临近的医疗救护中心，1972 年，越南南部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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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战争、日本学生运动、东京反对建设成田机场

的运动、巴黎五月风暴均有巴贝的在场。1970 年代的

越南战争、红色高棉的暴行，巴贝也有记录。“但我

不是战争摄影师，不是。”巴贝坚决地抵抗这一标签。

这或许源自他对人类恶行本身的反感、厌恶和失望。 

馆方的展览经理十分抱歉我抵达时作品已经被撤

下，这样的迅捷其实有些反常。他提议，可以在多功

能厅专门为我放映展览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均由巴

贝夫人掌镜，多是她陪伴巴贝旅行中积累的素材，包

括摩洛哥、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等等，后结合摄影作

品精心编排，揭示了照片的创作过程。

我点映了（多么有幸！）与本次回顾展相关的

《道路》（Passages，26 分钟）、与巴贝的首个摄影

系列有关的《意大利人》（Les Italiens, 10 分钟），还

有与中国之行有关的《柯达克罗姆的中国》（China in 

Kodachrome，26 分钟）。最后这一部中，我辨认出上

海的许多角落，中山公园、田子坊比极影像，巴贝在

拍摄广场舞大妈时自然而然地舞动起来的场景妙趣横

生。“你们（中国人）可能觉得在广场上跳舞可笑，

但我们觉得这真是太美妙了，热闹、欢腾！”陪同我

观看的卡罗琳对广场舞赞不绝口，在她看来，这大概

是一种释放。

看完三部短片已是饥肠辘辘。我们一起步行去附

近一家餐馆午餐。每次来 MEP，夫妇两人都会去这里

吃饭，像是一个特定的组合。金色的阳光下，小餐馆

十分迷人。不出所料，食物也甚为精美、价格公道。

夫妇俩在玛黑区也有常去的小酒馆，只要说“那家”，

两人都清楚是哪里，默契得很。

在巴黎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巴贝的家，简直就是一

个小城堡。他来城东临近的地铁站接我，沿途经过小

树林、雅致的小房子。一条大狗迎着我们，巴贝说：“不

要怕，它很乖。”

这恰好是他的新助手安 - 玛丽（Anne-Marie）上

岗的第一天，一位短发干练的女子，她本人也是摄影师。

她告诉我，她上一份“工作”是为勒内·布里作助手，

25 年的相处已使他们亲如家人—布里已于 2014 年不

幸去世。她正为巴贝今年 3 月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

展览做准备，扫描、传输文件。巴贝工作室有一幅巨

大的世界地图，占据了一整面墙，让我羡慕不已。

更多作品请见：Brunobarbey.com

（图片提供 / 马格南图片社  Photos from 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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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建设成田机场、越南战争的示威行动，1971 年，日本东京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驶离燃烧的油田，1991 年，科威特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南越安乐的一场大仗后，一名伤员正被送往医疗救护中心，1972 年，越南南部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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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豫园，1980 年，上海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穆斯林圣地，1985 年，摩洛哥梅克内斯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房屋的里里外外都被主人画上了画，1976 年，波兰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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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非洲歌手 Fela Ransome Anikulap Kuti 的家，1977 年，尼日利亚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一个小男孩在河里玩耍，1991 年，法属海外省留尼旺岛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亚马逊热带雨林，亚马逊河，1966 年，巴西  ©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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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lways Repeats Itself: 
An Interview with Bruno Barbey

历史总是在重复
布鲁诺·巴贝访谈
采访、摄影／ 姚　瑶　Interview & Photos by Yao YAO

你出生的地方摩洛哥，相信对你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你对色彩的自由运用和

娴熟把握。

我生于摩洛哥，那里的文化、色彩都深

深烙印在我身上。我偏爱地中海国家，人的

热情感染我，对我影响很大。摩洛哥是光的

国度，肌理、光线和色彩非常丰富，历来吸

引着众多艺术家，德拉克洛瓦、马蒂斯，还

有伊夫·圣·罗兰！

你早期和经典的作品都是黑白，具体是

什么时候开始用柯达克罗姆拍摄彩色照片？

1966 年去巴西旅行时，鲜艳的色彩唤起

我童年时在摩洛哥的生活记忆。但是当时，

杂志不怎么刊登彩色照片，马格南也对彩色

作品不感兴趣。

你也主要用柯达克罗姆拍摄了中国。让

拍摄那里的啤酒节，距离 1973 年我第一次来

中国，时隔 42 年，变化真的太惊人了。

展出的刊有你的报道摄影的期刊显然只

是凤毛麟角，你曾为许多杂志供图，摄制封

面。那真是一个报道摄影的黄金年代。你会

怀念吗？

多亏了马格南图片社，我得以为国际媒

体工作，去纽约、伦敦，去许多国家，有的

在当时是完全对西方、对媒体封闭的国家。

GEO 杂志会资助我多次去某个地方拍摄，一

住就是两三周，非常慷慨。我也有选择主题

的自由，并且我有自信它们会被发表。……

如今，报道摄影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我曾经

效力的卓越的杂志大多也都不在了。现在我

们都看电视了解最新发生的事情。

展 览 和 画 册 的 题 名 均 为《 道 路》

（Passages），这

是什么意思？

是因为我常

常回到曾经去过

的地方拍摄，来

来回回。

那是什么样

的地方会吸引你

不断地回去呢？

除了我钟爱的地中海国家，我感兴趣的

地方是那些有文明的深度、悠久的历史，并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比如摩洛哥、土耳

其，我对当代巴西和中国尤其感兴趣。

最近欧洲的难民危机，常让我想到你拍

摄的土耳其难民。

我也曾拍摄孟加拉、巴勒斯坦的难民。

很遗憾，也很不幸，历史总是在重复。 

此次展览的画册和展出的作品是一样的吗？

画册中的图片比展览要多，但是有些展

出作品却是书中没有涵盖的，因为是为展览

冲印的新作品。

在巴黎欧洲摄影之家的展览，策展人是谁？

我夫人，也是她摄制了所有纪录片。

很羡慕你们总是一起旅行。夫人告诉我

她曾学习东方语言（日语），想必会是位好

旅伴。

我们很幸运，在一起 40 多年了。我们一

起旅行，我拍摄，她后来也渐渐发展自己的

影像作品。其实在摄影、艺术领域，有很多

这样的夫妇组合，丈夫是摄影师，妻子是画

家、艺术家或者导演。

为这个回顾展，你们准备了很长时间吧？

前前后后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吧，很大量

的工作要做，整理、冲放。

上海的展览是怎么样的？

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玛格南大

师展：伊恩·贝瑞和布鲁诺·巴贝》，展期

是 2016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29 日，包括部分

作品、纪录片，是我和另一位马格南摄影师

伊安·贝瑞（Ian Berry）的双个展。期间，

还会举办摄影工作坊。刘香成的伴侣、英国

的艺术史学家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

是策展人，她刚发给我她为展览撰写的序言。

巴贝的工作室一隅，有一张大幅的世界地图，通常他离开寓所时，会将工作室卷帘门拉下。 撤展时，巴贝和夫人、本次在巴黎欧洲摄影之家回顾展的策展人一起整理作品，并按照顺
序装箱，展品将前往法兰克福展出。

在巴贝的巴黎寓所，他和新助手（她曾经为勒内·布里担任助手 25 年）正一起整理幻灯片，
准备扫描。

我们再回顾一下你的中国之旅吧。

第一次中国之旅是 1973 年，那时几乎对

外国人是不开放的，签证更是异常困难。法

国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西方国家，戴高乐将军本来要亲自赴华，

但最终是乔治·蓬皮杜总统在中国待了 6 天。

我作为随行摄影通讯员前往，与我搭档的是

《世界报》的通讯员。我们俩在访问结束后

延长了签证，多逗留了 15 天，简直是极大的

优待！

1980 年我和妻子一起回到中国，主要在

西南，为德国 GEO 杂志拍摄四川，去了成都、

乐山和周边一些村庄，随行的还有一个向导，

会讲法语，否则当时两个法国人在中国旅行

也是不可能的。而 1973 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

全中国只有 12 名法语翻译。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也专门到上

海拍摄。最近一次是 2015 年，我去了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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