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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攝影生涯的代表可以說是攝影報導。攝影報導包含了幾個不同的層面，就

攝影師而言，主要是他所拍攝的影像(shootings)集結，沖洗成相片後供雜誌社編

輯使用，每一張照片搭配一個說明，集結了這些照片與說明就成為一個故事1。

在布列松的攝影生涯中，他環遊世界各地，透過一張張小人物的照片訴說了社會

和局勢變遷的故事。布列松說：「一個攝影家的歷史責任比他的榮譽更重要。」

仔細回顧布列松的生涯，他在一九三零年代拍攝了內戰前的西班牙大選和英國國

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在一九四零年代拍攝了二戰下的歐洲，在戰後，布列松

以亞洲地區的去殖民化為攝影報導的主題，前往印度、中國、印尼等地記錄下歷

史性的關鍵時刻，而在冷戰時期，他前往古巴和中國等共產陣營國家，更是冷戰

後第一個允許進入蘇聯的西方攝影師。他說：「不要離開生活，不要離開群眾。」

我們可以從布列松的拍攝主題提出一個疑問，他是不是具有某種政治的狂熱，才

會促使自己拍下這麼多和群眾活動、政治以及國際局勢有關的照片呢？ 

 

攝影的紀實 

 

布列松早年受過嚴謹的繪畫訓練，成長歷程中亦正值超現實主義風格興起，因此

布列松特別喜歡觀察人與社會的改變。布列松的當代攝影包括了掌握瞬間的能力、

極端的視角、銳利的畫質與擬仿現實的能力，這讓當代攝影和早期的畫意攝影產

生區隔，畫意攝影追求優美，當代攝影則追求意義。如果說攝影的特徵為一種對

瞬時性的表達，布列松的紀實攝影則更加內化，他不是站在一個定點拍攝畫面，

而是穿梭在街道，用一種具有內在觀點的直覺來拍照，不只需要迅速決定構圖、

光圈、快門與視角，也要掌握內在所需創造的空間性、時間性、和意義性等等2。

這些技巧都被巧妙地應用在他的報導攝影上。 

 

在攝影技巧上，布列松大部分都用五十釐米的標準鏡頭取景，從不裁切照片，他

認為用閃光燈拍照是不尊重真實的現場照明，並對色調的比例有絕對的堅持，喜

歡中間灰色色調的豐富層次，灰色調是主調，黑白當作是配襯，並避免高反差及

過度的黑硬調效果。所有這些技巧都是最簡單而傳統的，他希望讀者在照片裡看

                                                      
1 北美館，〈布列松關於「中國 1948-1949」及報導攝影的一些想法|Henri 

Cartier-Bresson:China,1948-1949/1958〉，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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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是內容，而不是技巧3。而布列松鏡頭下的內容關注的則是種族主義、貧窮、

失業、犯罪、社會不公、壓迫等等。由於布列松攝影理念中紀實和重視內容的性

質，使他的攝影主題很難和政治沒有關聯。 

 

政治對布列松的影響 

 

布列松的攝影主題會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例如在 1936年，法國的人民陣線取

得政權，人民陣線偏向社會主義，因此隨之而來的就是實施有薪假期等等和勞工

相關的政策。布列松以這個政治背景下的民眾為主題進行拍攝，呈現出人們在遮

蓬下休閒度假的情景 （圖一）。 

 

 

圖一、Henri Cartier-Bresson, Premiers congés payés le long de la Marne, France, 

1936. （圖片來源：Pinterest） 

 

親朋好友也使布列松更常接觸政治，他認識一名叫希姆的攝影師，希姆的攝影經

歷給布列松的新聞攝影立下榜樣，因此當《看見》雜誌的創辦人建議布列松去拍

攝時事題材時，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並前往西班牙，拍攝雜誌社要求的政治和社

會題材4。而布列松在曼哈頓時則認識了一個俄國人，那名俄國人的叔叔是俄國

國家杜馬的成員，布列松和他討論道德和政治，兩人都十分激進。甚至布列松的

妹夫也努力地邀請布列松加入法國共產黨，雖然布列松最後沒加入，但布列松感

到自己被時代的精神驅動，當時他是一個有著左派政治思想的年輕人，又處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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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主義威脅世界的年代，因此布列松加入了「革命作家和藝術家聯盟」，這個

組織是由「願與無產階級並肩作戰的反抗者」組成的，布列松因此為偏向法國共

產黨的「今晚報」和「注視雜誌」工作5。 

 

小人物的社會意義 

 

一九三七年五月，布列松被派去倫敦拍攝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和其他人不同的

是，比起英國王室，布列松更關注現場的一般民眾，他認為這是最能捕捉國家靈

魂的方式。盛大的典禮對布列松來說只是外在元素，他認為社會真正的聲音只有

在邊緣地帶得以表達，中心位置是留給正統思想的6。他在西敏寺和白金漢宮附

近拍攝路人，捕捉典禮中更真實的情景，例如其中一張照片中有名男子躺在滿地

報紙的廣場（圖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布列松拍攝的政治活動照片很少以 

 

圖二、Henri Cartier-Bresson, Coronation of King George VI, London,1937. 

Gelatin silver print, printed later. 14 1/8 x 9 1/2 in. (35.9 x 24.1 cm) 

     （圖片來源：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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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為主角，而是捕捉現場一般老百姓的一舉一動，他希望藉由平凡人物呈現

出那個時代的氛圍，用照片裡的人物說故事，從小人物角度的政治參與見證最真

實的歷史。 

 

成為政治工具的攝影機 

 

身為反法西斯主義者，布列松設法以攝影的方式參與政治議題，但照片因為靜態、

二維的固有特性，不是很適合用來表現時代的暴力，所以布列松選擇以紀錄片的

形式聲援反法西斯的陣營，他拍攝一部幫助西班牙邁向民主的影片。這個計劃代

表了反抗精神，呈現西班牙人在戰爭中的生活和困境。布列松為這場戰爭留下豐

富的紀錄，他希望透過攝影得到的真實畫面喚起國際對西班牙內戰的關注，攝影

機在這裡即被布列松視為一種政治的工具7。以巴特的符號學來說，戰爭畫面是

符徵和外延意義，戰爭的殘酷則是符指和內涵意義以及刺點，布列松就是希望發

揮刺點的功用，讓各國同情西班牙並伸出援手8。 

 

時代的精神 

 

二戰爆發後，布列松仍然和政治脫不了關係，當時的法國政府成立一個軍方攝影

機構，並找來布列松參與這個機構的計畫，他和同事拍攝了戰爭沿線的空襲景 

象，但法國投降德國後，布列松成了戰俘，他曾想過重獲自由後要當畫家，不過

在他內心中，只要戰爭仍持續，他就無法正式作畫，因為必須要符合時代精神，

而在這前提下，作畫的強度和速度不夠，攝影才是比較適合的表達方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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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軍解放巴黎後，布列松實踐了自己的理想，對他而言，時勢把這個歷史性的機

會給他，如果不去拍攝正在發生的歷史性事件，那是可恥的。因此他拍下了德軍

投降的畫面（圖三），也拍下當時巴黎街道上發生的各種事情。然而戰爭當時還

沒結束，於是布列松為了貫徹他的時代精神，跟著盟軍穿越了歐洲的廢墟，繼續

用相機記錄歷史。 

 

 

圖三、Henri Cartier-Bresson,German Soldiers Surrender Upon the Liberation of Paris, 

Paris,1944. （圖片來源：Pinterest） 

 

  



布列松照片中的政治和技巧 

 

德國戰敗後，布列松拍攝戰俘歸國的歷程，並留下了照片，例如 1945 年這張照

片中（圖四），人們的行李和包裹捆了繩子，頭上戴的帽子五花八門，隊伍由一

面紅旗和一張史達林表情輕鬆的照片作為前導，因為這次歸國是在他的庇護下進

行的10。 

 

 
圖四、Henri Cartier-Bresson, Tyskland, april 1945 , Germany,1945. 

        20 x 29.5 cm. (7.9 x 11.6 in.) （圖片來源：artnet.com） 

 

  

                                                      
10 伊恩．傑佛瑞（Ian Jeffrey），《解讀攝影大師》：卡提耶布列松是學畫出身的，而且不曾和這項

訓練斷絕關係，網址: <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817>，2020年 11月 25日檢索。 



布列松也和軍方合作，他和美軍合作拍攝一部叫「回歸」的電影，「回歸」描述

一段漫長的遷徙故事，電影有一幕後來廣為人知，因為布列松把這一幕的照片特

別挑出來（圖五），照片中，在過境營的庭院裡，前景是一張書桌，桌前站著一

個被指控向蓋世太保告密的女人，低著頭，面容憔悴。她周圍圍著一圈人，最左

邊是一名穿著囚服的男人，雙手放在臀部，從他的姿勢可以清楚看出他正在陳述

證詞。突然，一個身穿黑衣的女人認出了那個出賣他的女人，於是便打算毆打她。

這張照片的重要之處在於其構圖，畫面躍出一種清晰了然的暴力感，每個人物都

以各自的姿勢凝結，更凸顯出那個企圖復仇的女子那充滿動態感的手臂。這些人

物的表情也很豐富，復仇者表情扭曲，受審者流露出自我保護的神色，人群中混

合了歡樂、恐懼和漠然。這幕在電影中時間很短，不容易注意到，而照片卻捕捉

了這個充滿強度和張力的瞬間11。 

 

 

圖五、Henri Cartier-Bresson, Gestapo Informer, Deportation Camp, Dessau, Germany, 

1945. Gelatin Silver Print,24.5 x 36.2 cm. (9.6 x 14.3 in.) （圖片來源：ic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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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的拍攝技巧也會運用幾何構圖以及相似的形狀，成為兼具美感和故事性的

作品，例如這張布列松在蘇聯拍攝的巨大列寧雕像和照片右下角的父子成為一種

相似的對照，而布列松同時也巧妙地運用了明暗色彩的對比。（圖六） 

 

 
圖六、H.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Leningrad ,Lenin on the Winter Palace, 

Soviet Union, 1973. （圖片來源：reddit.com） 

 

歷史的見證人 

 

二戰結束初期，輾轉旅行拍攝的影像非常盛行。在 1930年代，這類照片是由旅

行者拍攝，給人一種異鄉遙遠的印象。到了戰後，這些照片則是表達了地理上的

移動，有時也被用來象徵歷史的進程。面對接連上演的重大事件，攝影師們開始

把自己當成局外目擊者，為他們無法理解的歷史進程做見證。他們開始關注一些

意外事件，這些事件既能反思他們自身的無助，也能反映參與者的無知。這種局

外見證者人的新概念，便是以布列松為代表，並繼續發展下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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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劇變的時代，布列松的鏡頭掌握了複雜的人物與社會情境，雖然時代動盪不

安，但他的鏡頭畫面仍維持嚴謹構圖，冷靜而中性地捕捉歷史瞬間，展現布列松

著名的「反紀錄式」的攝影特色(anti-documentary style)13。 

 

一九四七年，隨著歐洲殖民地獨立的浪潮，布列松認為去殖民化是戰後世界的偉

大事業，對他而言，這不只是時代精神，也是歷史的教訓。他前往印度、中國、

東南亞等地拍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照片，這些照片對後世具有重大的價值。在印

度，他擠在甘地葬禮混亂的人群中；在中國，他差點被國共內戰波及，但在他政

治狂熱和時代精神的鼓舞下，他只被混亂的政局所吸引，根本沒意識到危險。 

 

布列松是受《生活》雜誌委託而前往共產中國進行拍攝，年輕的布列松具有左翼

政治思想，認同共產主義理念，對戰後亞洲第三世界國家脫離西方殖民、獨立建

國的歷史時刻十分關注。然而，《生活》雜誌卻是美國右翼愛國主義在當時的重

要傳播媒介，和布列松的政治立場衝突，但他適度隱藏自己的立場，例如在拍攝

國共內戰的中國時，他不拍解放軍一路勢如破竹、國民政府潰不成軍的畫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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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趙一飛，〈重新認識布列松〉，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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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生活側寫、街頭景觀，與暗喻的圖像，把時代正急速轉換時，民眾日常生活

中的低壓氣氛有技巧地傳遞出來，而他為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寫下的說明，也常常

附帶具有洞察力的政治分析，1949 年初刊登的〈北平的最後一瞥〉（圖七），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事實上，布列松的攝影報導也有其不得已之處，《生活》

雜誌迫使布列松必須將自己的攝影取向，以及對亞洲社會與文化的深刻興趣，充

分結合到媒體與國際時事的現實需要上14。他在世界各地許多的參訪和拍攝也都

是出於工作的需要，未必是他自己主動前往，但無論如何，正是因為他對這份拍

攝社會和政治的工作所具有的熱情和認同感，使他願意繼續記錄下更多「世紀性

的一瞬間」，這不只確立了他歷史見證人的身分，我們也可以在此印證他對政治

的狂熱。 

 

 

圖七、Henri Cartier-Bresson,A Last Look At Peiping,1949. 

           （圖片來源：LIFE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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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的政治狂熱 

 

布列松曾說：「為了賦予世界意義，攝影者必須感覺自己與反光鏡裡所看見的事

物息息相關。」布列松充分了解時代的意義和精神，甚至將之視為自己的責任。

驅使他前往世界各地記錄政治歷史事件的原因，可能和他秉持的這種責任感有很

大的關係。布列松曾說：「攝影不是一種宣傳手段，它是將你的感覺高聲吶喊出

來的一種方式。」 這種感覺或許就是他對政治和社會的狂熱，因此我們可以看

到，本文中所提到的紀錄片和照片雖然是不同主題，卻都可以連結到政治。 

 

布列松生活在一個政治上的緊張氣氛非常濃厚的時代，這時代社會主義的盛行可

能也或多或少的影響了布列松，社會主義關注下層勞工和百姓的壓迫生活，布列

松亦關注社會的不公和壓迫，並以小人物為其拍攝主題。他的個人信念也告訴自

己，要不畏艱難地記錄下最真實並具有時代價值的一瞬間，他對政治事件的狂熱

來自時代的驅動、親朋好友的影響以及工作的責任，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對社會的

關心，以及身為攝影師對記錄歷史的使命感。 

 

布列松曾被問道：「有一種攝影師是在自己的世界裡看見他們想看見的，而另一

種攝影師則是離開特定視野的世界，感知真實世界的生活與活動。你是哪一種攝

影師？」布列松認為，每個攝影師都有這兩種面向：「每個人都會在發現自己的

同時，也發現外在的世界。」以布列松本人來說，他發現自己內心的那份政治狂

熱，而那份狂熱又驅使他發現並記錄下外在的真實世界，給了這句話一個完美的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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