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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艺术处在一个视觉文化“侵入”的时代,艺术家不得不考虑视觉文化元素。肖像摄影在视
觉文化视域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了丰富的形式。视觉艺术的变化为当
代肖像摄影发展孕育了新的环境,使之与早期的肖像摄影区别开来,艺术家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赋予肖
像摄影不一样的涵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早期肖像的表现形式,开始变的丰富,并尝试与其它形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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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art is in an era of "invasion" of visual culture, and artists have to consider visual
cultural elements. Portrait photography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visual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has begun to develop in a diversified direction, showing a rich form. The change of visual art has given birth
to a new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ortrait photography,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early portrait photography. On the basi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rtists have given different meanings to
portrait photography, which has gone far beyond the expression forms of early portrait, and began to become
rich and try to combine with other forms.
[Key Words] visual culture horizon; portrait photography; contemporary visu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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