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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photographic model of light images，as an 
important media of recording and broadcasting, has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for common people.The 
growth of light images adds more colors to the blooming of photographic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s growth is confined to photographic aesthetics. The thesis analyses the aesthetic issues of light 
images, attempts to provide a guideline and cultivate mas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aste after 
illustrating the features of mass photography and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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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轻影像嬗变的大众审美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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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技术的发展，轻影像摄影模式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影像记录、传播的重要

媒介着数字和手段。轻影像的发展繁荣了摄影文化，但是又受制于影像审美。本文分析了轻

影像带来的审美问题，结合大众摄影和社交媒体传播的特征提出了营造大众审美意识和审美

趣味的方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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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摄影的发展与传播媒介的发展密不可分，数字摄影更是如此。社交媒体崛起后大众摄影的物

质形态、艺术形态、文化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由于摄影功能的不断完善，智能

手机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摄影器材。除了方便快捷的摄影和修图外，智能手机的另一个

优势是与社交媒体绑定，可以快速的发布、反馈影像。 

这种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拍摄、处理影像并通过社交媒体即时发布和讨论图片的

摄影模式，就是轻影像。随着技术进步，轻影像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日益深入人心，目前全

球照片储存总量以兆为单位计算，其中约 78.8%来自手机。然而，大众摄影的发展与摄影美

学和大众审美的发展不同步，大众影像的品质提升有限，优质照片数量没有快速的增长。 

2. 轻影像成为大众摄影的重要模式 

摄影术自诞生以来一直属于精英艺术，技术壁垒和媒介壁垒是制约其大众化的两个障碍，这

一局面直到数码影像技术出现才有所改变。轻影像的拍摄方式有多方面的优势彻底打破了这

两个壁垒。 

首先，轻影像具有随拍性的特点。随拍性在当代摄影特别是新闻摄影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和认同。伦敦地铁爆炸案、2009 年哈德孙河飞机迫降等重大事件发生后，现场有人用手

机拍摄了图片，并发表在各大媒体，这都是轻影像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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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轻影像将前期拍摄与后期处理集成于同一设备，各式各样的 APP 应用可以及时快捷的

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后期方式操作简单上手快，不需要专门学习，操作界面可视化程度非常

高，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第三，社交媒体的发展赋予了拍照更多的意义，如今人们对于分享的渴望已经大过了记录和

审美上的需求。一份研究显示，每天拍摄然后分享照片能够从多个层面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

生有益的影响，其中包括通过线上互动减少孤独感、增加运动量、挖掘回忆的潜力等。 

轻影像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几何级数增长的影像，数据显示 81.5%的微博用户偏好图片加

文字，50.7%的微信用户朋友圈内容形式偏好为图片，今日头条组图内容的阅读量占比从 2016

年年初的 7.3%增至 2016 年 10 月的 16.5%，图片仍将是自媒体今后最重要的内容表达形式。 

3. 轻影像快速发展凸显了大众审美的问题 

3.1. 轻影像的低门槛带来审美准备不足 

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数码科技和数字技术进步，都是轻影像产生的条件。美国机

构 Zenith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18 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将达到 13 亿，是 2011 年数

据的 8倍，急速增长的人群都是潜在的轻影像摄影师。 

社交媒体图片数量剧增的时间与智能手机用户剧增的时间基本同步，这种快速增长促进了大

众摄影的繁荣和全民摄影师时代的到来，也反映出了全社会和大众对轻影像的到来准备不足，

大众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不足以应对海量的图片信息，导致了大众摄影在审美追求上的滞后。 

3.2. 大众摄影流于形式，娱乐化、低俗化、碎片化倾向严重 

大众艺术繁荣的同时也是对视觉艺术的消减，大众摄影因失去提升品位的方向而流于俗套。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艺术领域的问题做了批判，指出“存在着抄袭模仿、千

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大众摄影领域也比较

突出。 

由于个体审美意识不足，缺乏审美教育和引导，大众在摄影审美上容易拘泥于“形式”，往

往比较看重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将“形式美”等同于“摄影美”。大众审美水平发展缓慢，

出现了以“丑”为美，以“娱乐”为目的，一味媚俗、低级趣味的倾向。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打破了信息壁垒，同时也将信息分割成为各种碎片，在网上不断的流动

和改写。碎片化的审美制约了摄影的原创力和创造力，大众在摄影创作中缺少独立思考，过

度模仿，导致摄影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3.3. 摄影作品内涵缺失，亲切感和陌生感缺失 

美产生于审美过程中，美是动态的、过程性的，触发审美的事物必须引起人们足够的主观注

意力，产生新鲜感，美学上称之为陌生感。据腾讯公司统计，每天在微信朋友圈和 QQ 空间上

传的图片高达 10 亿张。这就意味着每天有大量的照片不会被逐一细看，更不会被审美，从而

成为视觉垃圾。 

美感是一种心理感受，除了陌生感还应该有亲切感，亲切感是建立在陌生感之上的，陌生感

有待于发展为亲切感。受众不会在完全没有经验支持的状态下去理解和欣赏艺术作品。目前

在社交媒体传播的照片中，有非常多的照片缺乏亲切感，如自拍、“晒娃”等。 

基于这两种原因，不具备美感的照片可以分为几类：脱离生活和受众，缺乏亲切感；图片的

描述方式过于直白，缺乏陌生感，不能引起观看者的注意、思考和判断；图片既没有亲切感

也没有陌生感。 

4. 营造大众摄影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 

研究摄影美学，最主要的是能够解决摄影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轻影像带来的审美不足，

因势利导的提出解决方案。在轻影像模式，大众普遍参与摄影，创造了丰富的摄影作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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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优秀作品的数量并没有相应提升，这折射出大众的摄影审美不足。从美学的角度考量，需

要从多个方面开展摄影审美，提升作品的品质。 

4.1. 摄影作品能引起欣赏者的注意，引发观察、思考和判断 

轻影像将摄影作品的观看方式推上了新的高度，拍摄者多种渠道的展示照片，带来了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的审美方式。新的观看方式决定了观众不会在一幅照片上停留太长的时间，庞大

的照片数量也决定了观众不可能观看所有的照片，所以摄影作品要想获得更佳的审美效果，

首先要引发观众注意。 

观众在对照片的关注和思考中实现审美价值和审美过程的动态对应。不能引起观众持久注意

的对象与美无关，越是受关注的照片越具备审美价值。摄影创作中，要侧重营造另一世界，

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判断。 

4.2. 摄影作品能引起观者的共鸣，在图片世界中找到自我 

摄影是一面有记忆的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李普斯认为，审美享受

是一种客观化的自我享受。审美享受就是在一个与自我不同的感性对象中自我娱乐的本身，

即把自我融入到对象中去。简单来说，审美就是在审“自我”，发现对象中的自我，优秀的

摄影作品能让观众找寻到自己的影子，能触动心灵，从而取得极大的认可。 

4.3. 通过对日常视觉经验的否定来获得陌生感 

日常生活的重复给人们带来了视觉疲劳，陌生感不断弱化，审美趣味越来越低，往往可以通

过否定日常视觉经验来获得更好的美的享受。常见的否定方式有以下几种。 

空间的否定，即否定日常生活的区域寻求另一现实存在的区域。如同人们旅游一样，到另一

个不熟悉的地方拍摄照片，来寻求陌生感。在大众摄影中，空间的否定是最常见的一种，很

多人创作的峰值空间往往是在旅行、出差的区域，而不是在自己生活的区域。时间的否定，

即否定当下生活的时间，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历史照片的回顾。人们在欣赏老照片的时候，会

对曾经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产生新的陌生感，因而开始新的审美。感觉的否定，即否定日常的

视觉体验，借助工具来获得新的视觉感知。比较常见的有通过镜头的焦距、景深的控制等技

巧和器材的使用来获得。 

因此在摄影创作中，可以将日常视觉经验的否定作为提升摄影审美的一个手段。如拍摄于1957

年的经典名作《牛奶皇冠》，虽然被摄体非常常见，但是展示的视觉效果却非常奇特，打破

了人们的日常视觉经验，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时至今日仍然有大批的人在重复拍摄这一

场景。 

4.4. 摄影作品要具备陌生感与亲切感的统一 

美不是对象的固有属性，而是欣赏者主观发现、转化、创造的结果，随时间、场所、心境而

变。摄影作品具有自我实现的媒介功能，是自我实现的载体，观看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才

会有审美，通过判断才会产生价值。 

在关注摄影作品的时候，最基础的感受是新鲜感、陌生感，进一步的美感会成为一种亲切感

和归属感。陌生感是亲切感的基础，必将发展为亲切感，这样才会有很好的美感体验。任何

一方面的缺失，都将极大的影响摄影审美。摄影作品要让受众有亲切感，就必须抓住受众的

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使其能够找到熟悉的元素并引起共鸣。 

不同的文明阶段和观念下，美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明代画家石涛有“笔墨当随时代”的名言，

这句话放在当代仍然是正确的，摄影创作、审美必须与这个时代相结合，与当代的社会、经

济、文化相呼应。摄影审美首先是当代人的审美，陌生感和亲切感必然依托于今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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