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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末,当时社会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的大量普及使得摄影技术的门槛变得十
分容易,影像的产生、传播以及输出变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在麦肯锡称之为的“大数据”时代,数字
影像变得十分泛滥及廉价,与此同时,一些职业摄影师开始对比胶片还要古老的古典摄影工艺开始大感
兴趣,因为古典摄影工艺复杂而繁琐的流程,像银盐胶片一样充满了不可控的因素以及极具个人代表性
的创作特点,无一不与当代的飞速快捷的数字输出截然相反,尤其是当代摄影师还具有前人所无法匹敌
的科学技术的完美支撑,使得古典摄影工艺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愈来愈趋向于多元化,古典摄影工艺的
表达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种图示观点与图象语言,同时更加生动的语言内容使得古典摄影工艺
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具有更加深刻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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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the threshold of photography technology became very easy, and the generation, dissemination
and output of images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nd faster than ever before. In what McKinsey calls the "big
data" era, digital images have become very rampant and cheap. At the same time, some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began to take great interest in classical photography, which is older than film. Because of the
complicated and tedious process of classical photography, uncontrollable factors like silver salt film, and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creative features, all of them are completely opposite to the rapid digital output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Especially, contemporary photographers also have the perfect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predecessors can't match, which makes the classical photography process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with the support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expression of classic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a certain graphic viewpoint and image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more vivid language
content makes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photography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ro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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