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   

一个展览，

一本书， 

一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瑞典著名华人摄影师李亚男“诺
贝尔颁奖大厅”大展，暨新书发
布 

北欧绿色邮报网独家专访（记者陈雪
霏）——2016年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
夏天是属于华人的夏天。从 6月 28日
开始，一直到 8月 20日，整个暑假，
瑞典著名华人摄影师李亚男眼中的瑞典
国宝级雕塑园《米勒斯花园的四季》在
音乐艺术的殿堂，每年颁发诺贝尔奖的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展出。这对于华人来
说是一种骄傲。李亚男为什么要拍摄米
勒斯花园？为什么他的摄影与众不同？
这批照片为什么直抵如此圣殿？带着这
些问题，本网记者在家中专访了李亚
男。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诺贝尔颁奖殿堂前的
米勒斯群雕塑。李亚男拍摄。 



 

有《米勒斯花园的四季》展览巨幅海报
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夜景。李亚男拍摄 

“能够在这里做夏展在瑞典艺术界是个很
高的荣誉。就是整个音乐厅的两个夏展
之一，一个就是它每年在全瑞典选一个
艺术家的夏展，另一个是作为诺贝尔奖
颁奖地的诺贝尔主题的常年展。”李亚男
说。 

提起李亚男，一连串头衔令人惊叹， 哈
苏(相机)大使，瑞典皇后御用摄影师，
曾经掌镜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现任
斯德哥尔摩省政府官方摄影师……数年
前曾经以一本“ 未知之美－斯德哥尔摩
市政厅” 囊括众多瑞典图书界，摄影界
大奖。华盛顿，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
的许多极具重量级的地方都曾举办过他
的个展。他曾经拍摄过瑞典国王，皇
后，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他为瑞
典国宝级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托马斯. 特朗斯特罗姆拍摄的肖
像被选入瑞典今天中学教材的封面。在
瑞典摄影界，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哈

苏相机，成为瑞典炙手可热的几个顶级
摄影师之一。 

这个多年做为诺贝尔颁奖，诺贝尔晚宴
指定摄影师的人，现在把自己的作品摆
在了诺贝尔颁奖大厅了，而且，不是一
两天，而是整个夏天。全瑞典人和世界
各地的游客都可以欣赏到他的作品。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夏展每年秋季筛选，
次年三月份同音乐厅年度规划同时盛大
发布，今年夏展从 6月 28日开始到 8
月 20日每天 11:00-17:00对公众开放，
人们可以尽情享受一个充满激情的华人
摄影师以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视角历时三
年拍摄出来的米勒斯花园。预计有 7万
观众莅临。 

 

左：音乐厅项目经理卡丽娜.斯万松，
中：李亚男，右二：乌妮塔.瓦斯在《米
勒斯花园的四季》夏展发布会上。
2016-06-28 陈雪霏拍摄 



“大概三年前吧，米勒斯花园的人找到
我，他们说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东西，你
有没有兴趣拍米勒斯花园？他们给了我
一把钥匙，一个单独的院子，可以随时
住在米勒斯花园里。然后，整个米勒斯
花园就是我的了。我就这样断断续续
地，一但有时间，我就到米勒斯转一圈
儿。然后，就拍了一大批东西。 这些东
西流到了音乐厅。音乐厅就来找我，找
米勒斯雕塑园，说希望办一个这样的大
展。今年，瓜熟蒂落，一个展览，一本
画册，同时推出。”李亚男介绍说。 

 

6月 30日新书《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
在米勒斯花园发布，李亚男介绍新书发
布的背景。 陈雪霏拍摄 

这次展览总共有 50多幅照片。同时发
行的大型画册《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
收集 200多张照片。八年磨一剑，这是
继 2008年李亚男出版的摄影作品《未
知之美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之后的又
一重磅作品。那本关于市政厅的书，至

今仍然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官方礼
物。 

 

《未知之美  斯德哥尔摩市政
厅》       李亚男拍摄 

 

李亚男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作为官方
摄影师工作了四年。后来，他又到省政



府工作了。他现在也在为瑞典皇后做皇
家摄影师。同时也在主持许多题材项目
的拍摄。 

 

《米勒斯的家园和艺术》6月 30日发
行。李亚男拍摄 

“这是一本很重头的书， 书的序言是 由
Cranbrook Art 博物馆馆长亲自主笔，
全书近两百张照片，是近年来瑞典艺术
界非常重头的出版物。 

 

中国驻瑞典使馆文化参赞浦正东和米勒
斯博物馆馆长乌妮塔.瓦斯在新书发布会
上。  陈雪霏拍摄 

“ 他的摄影作品让人感受到东方书法的
气势与平衡，哪怕是在众多的作品中，
我们也能一下子被他的作品所吸引。神
秘，磅礴，细腻。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
受到。” 米勒斯博物馆馆长乌尼塔.瓦斯
在新书发布会上这样描述李亚男的作
品。 



 

冬天雪中的米勒斯雕塑。李亚男摄影 

“有人说我重新定义了瑞典的建筑摄影，
我的照片不同于很多其他摄影作品。我
认为摄影不应该单纯是写实的，记录
的，而是写情绪的。有点儿象中国文人

在景中的那种感受。在这个景致中，我
明显地感受到一种黑暗中的凄凉。或许
我突然感受到了米勒斯临终前的挣
扎……摄影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体会
被摄体，体会和被摄体的感受，捕捉那
感受，然后表现，然后感染。 

确实，李亚男的摄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
身临其境，你能感受到他的感受，他的
情绪，他对雕塑大师的敬仰，是他的作
品把你带入他所在的那个场景。 

“这园子，米勒斯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
他在这里成就，远渡 20年，迟暮而
归。与爱妻终老，埋葬在这里。静下
来，你能感受到好象他依然在这里挥刀
创造他的精灵，听到精灵们的呼唤……
我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决定拍摄这园子
的，能掌镜拍摄这里既是莫大的荣幸，
又是非常艰巨的。米勒斯是罗丹的助手
和朋友，园子是他的家，是他的工作
室，他的展室，是他灵魂所在的地方。
拍摄米勒斯的摄影师不计其数，从中披
荆斩棘，很艰难。这个地方 30年代就
成了博物馆了。1955年他去世，很多
摄影师来拍过。留下精彩无数。拍这
里，如同当年拍市政厅一样，市政厅也
快一百年了，也同样有无数人来拍过。
当时，我拍市政厅的时候，压力非常
大。 我找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看完之
后，把那些资料一合，绝对不能这么
干！干完你就是那百年当中的某一个”。
李亚男觉得他必须另辟蹊径，才能与众
不同。 

李亚男就是这样，从凌晨到黄昏，从雪
花飘飘的冬天到色彩斑澜的秋天，一年
四季，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每一天



的每一时刻，他都曾在这个园子里经历
过，有时就为等待一抹阳光。有时即使
是下雨或下雪，他也用他的镜头描述了
雨中的心情，或者是雪中的寂静。 

“雕塑是从 360度来看的，每一个角度
都是有情感的。但是，米勒斯真正想表
现什么？他为什么要摆在这个位置，因
为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园子，这是我要努
力去体会的。在长时间的观察，在不同
的氛围里，不同的颜色里，不同的天气
里，不同的角度，还有很多，在这种沟
通和交流当中，他想表现的，我想表现
的，这两个灵魂必须碰撞在一起。这是
这本书的灵魂。” 李亚男说。 

“在拍摄中，逐渐的，我体味到了一种力
量在推行，他刀下的精灵们几乎争相的
自由地展示着自己，有一种力量在引导
着，一步一景。冥冥中，来自东方文化
背景的我，突然间与这园子浑然交融
了。” 

 

松树下的雕塑      李亚男拍摄 

 

 



“我在这里感受到一种气势。像中国书法
一样的气势。整本书下来，或者说这批
照片做了一个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
撞和交融的尝试。我作为一个来自于北
京的摄影师，到这里又受到了西方的教
育和文化感染，用镜头来阐释瑞典的这
位国宝级的艺术家，来到他的家里跟他
交流。这本书将来或许会成为一本历史
性的书。因为很少有这样非常风格明显
的，甚至是纯粹的用中国的东方视角去
阐释一个西方艺术家的作品。”李亚男
说。 

通常人们不会在雨天或者阴天去拍照。
许多人都喜欢拍亮丽的晴朗的天气。而
他却在每一种时间段，每一种天气里都
曾经站在这里与园子的主人默默地交
流。这也是他的独特所在。 

“这个园子经过这本书之后，会给你一种
感受，园子活了。因为它在讲述园子主
人的心情，阴晴，圆缺……”他说。 

“真正的艺术品就是被磨练出来的。它需
要很长时间的沉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
累。对于任何东西的观察，你可以停留
在很短时间，给一个结论，你也可以很
长时间对其观察之后，体会到它对你的
意义，然后加以阐释，会有更深的含
义。” 

 

夜景天使                         李亚男拍摄 

“我被哈苏赞助以后，我有几十万的相机
可以用，但器材只是器材。把器材交给
我的人说，在我眼里，这是机械，电子
的产品，只有通过你的眼睛，他才是艺
术品，谢谢！现在摄影已经不是一部分
人的特权了，手机拿出来，同样是能拍
照片的。所以技术，器材不是好照片的
关键，问题是用心，情感，你自己感动
了，这最重要，把活生生的世界凝固到
那张照片的一刻，这种创作，是很残酷
的，很多取舍，取舍的过程就是主观的
创作。” 

就像市政厅一样，很多人拍，但是，出
来的只有一本书。李亚男一直很低调。
他认为很多积淀都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的。尤其是拍摄建筑雕塑艺术，都是再
创作的过程。 

他说：“摄影本身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只
有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出好片子。
摄影很神奇，它简单，它记录。 记录的



是瞬间的，而那一瞬间，又是可以同时
容纳很多的，又因为它是瞬间的，所以
要求很多东西同时发生，同时碰撞，因
为它是瞬间的，所以总有这样那样的遗
憾。天气条件，光线条件，甚至拍摄者
的心情……若照片能同时看到拍摄者和
被摄体同时的心情，那就是一幅难得的
照片。 

他说，这本书的内容就象听贝多芬的音
乐乐章一样。有色彩层次对比，从宁静
到恢宏，从烦躁到宁静，能听出乐章
来，看出乐章来，季节反差，宁静，不
同的心情，大提琴，小姑娘都有她自己
的节奏。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展览也是根据这样
的想象进行的。一进音乐厅的门，人们
就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在演奏贝多芬的乐
章，或者是其他古典音乐，然后，走上
台阶，就可以领略这个迷你的米勒斯雕
塑花园。 

 

小女孩儿的四季雕塑。   李亚男拍摄 

“这是米勒斯的雕塑，这是我对他的阐
述。如果说这是前三分之一的话，后面
就要有更多的故事。这几个女孩子在阴
影里，但后面是火焰，这个部分都是等
出来的。你作为摄影师跟环境要有交

流。雕塑讲的是瞬间的故事，又是三维
立体的，每个角度都会有变化，摄影是
平面二维的，这种凝固的提炼是需要仔
细观察的，雕塑与其所处的环境会把故
事情节再次阐述。所以每一次提炼它，
讲述它的情节会是不一样的。”李亚男
说。 

 

笼子里的燕子其实是自由的李亚男拍摄 



 

这光和这色彩让这照片与众不同。李亚
男拍摄 

“这只鸟不是在笼子里的，这只鸟是自由
的，但是光和影却展示了一切都是在规
定好的范围内了。这是一个栅栏门。这
是出口。艺术家摄影师首先看到的是影
子，是光。他想尽各种办法用光和影子
表现出来。”这就是李亚男对米勒斯作品
的再次思考。 

 

影子与色彩            李亚男拍摄 





 



 

初生婴儿般的肥绿    李亚男摄影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曲子一样，有一种
力量在滚着往下走。这里有 19世纪的
田园油画般的宁静，这里有油嫩的初
夏，经过漫长黑暗的冬天，积蓄了生命
的绿刹那间喷薄而出，那种绿，带着初
生婴儿般的肥，有灿烂炸眼的秋，那种
几近嘶喊的的色彩。有史诗般沉重的冬
天，漫长。园子的四季，是整个米勒斯

的人生，宛若他真爱的贝多芬乐章的再
现。我紧跟着，生怕错掉了哪个音符”。 

李亚男说到这里，充满激动，充满深
情。顿了顿神，他继续说： 

“ 而发现这些，感受这些，再用镜头去
表现出来，是需要经历的。比如说，在
宫中耳濡目染的，童年在农村的艰苦，
在北京都市里的浮躁。这些经历都会影
响你的作品。园子是诗意的，是烦躁
的，是美到让人窒息的。而你，镜头后
的你被你自身的修养和经历驱使着……” 

 

天使     李亚男拍摄 

“初春的朝气，严冬的凄凉。墨分五彩，
从黑灰到流白。每一张照片都在以它的
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这些角落，这些
光，这是很多人都会错过的。午夜，就
在那儿等，一直等到月亮升到合适的位
置。”李亚男说，“闭门造车是不行的。



如果是艺术家，真要穿烂一千双鞋才
行。” 

记者：感觉你特别老成，特别执着，没
有浮躁。怎么培养出来的这种执着精
神？ 

李亚男：做摄影的人，最起码的修养，
就是不能浮躁。你一浮躁，你就出去
了，你如果跟诺贝尔晚宴的情绪走，你
一张照片也出不来。很简单，你必须冷
静，但是，一定要在幕后抓住瞬间，你
要非常冷静。你如果浮躁，一下子，你
就出去了。 

 

诺奖晚宴              李亚男拍摄   

“诺贝尔晚宴也是一个乐章，如果你浮躁
了，你就出去了。你要很冷静的随着那
乐章进出。 你舞在其中，同时也是指挥
者。既要激情，也要在喧噪里听到针的
声音。否则，你什么也拍不到，看的只
是热闹。 

米勒斯花园也是一样。当你进入状态
时，啊，很美，这时候，你要退一步，
哪儿美，你这个美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一定要退一步，这个美是哪儿美，是光
线美，瑞典这个国家半年没见过太阳，
突然见到太阳，是那种舒畅，那种挣
扎，那么怎么表现它，有很多细节，就
象那种婴儿肥绿，只有经历了半年黑暗
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肥绿，那种美。美
从哪儿来？你自己的感受。什么东西在
这个地方最打动人？要找到那个地方。”
李亚男一口气倒出了他的经验之谈，句
句中的。 



 

夕阳与倒影                李亚男拍摄 

“构图是技术范畴的，关键在思想。你的
想法，每个线索阐述成你的东西，需要
长时间的训练。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
说，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我在园子里面，我在诺贝尔晚宴的时
候，你看到我紧张工作的时候，我在寻

找我的目标的时候，那时才是我最欢愉
的时候。”那些都是他默默无闻的，一丝
不苟的工作身影。 

  

李亚男摄影 

“你必须跳出来。你怎么跳出来，你的优
势在哪儿？一个是自身的文化修养，一
个是你的文化积淀。去看宋人山水。去



看所有你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养分。山
岩壁画，到乔布斯。研究苏州园林结
构，层次，看苏州园林，去拍市政厅，
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但这之间
是修养”。这就是李亚男的思考。 

 

光，影，墨与雕塑艺术 李亚男拍
摄                                

   

 夜间的米勒斯花园  李亚男拍摄   

“将来一定有人比我拍得更好。再过 10
年，我拍的比我现在拍的更好。但是这
就是艺术家的遗憾， 但现在，我要做到
最好。” 

身在异乡，很难跻身主流社会，是许多
华人的感受。尤其从事艺术， 更是要经
过非常艰难的挣扎。能站得住脚的，获
得承认的，是不断的寻找，融合，锤
炼，痛苦。但依然有坚持的结果。 

记者：瑞典，于你很特别吗？你对未来
如何期待？ 

李亚男：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制作的
时候看到伯格曼的电影，被震撼了，这
是怎样的土地造就这样的电影哲学，学
摄影的时候，当我捧起哈苏相机的时
候，再次被那遥远的地方所吸引。哈苏
那特殊的画幅，优雅，严肃，几近幽灵
抠门般的快门声音…… 十几年前来到这
里，一直用这种探究的心里去观察这
里，在这里生活。弹丸之国，工业界无
数的巨人，区区几百万人口啊！艺术
界，甚至医学界。瑞典这个名字都是不
能不让人仰视的。 

李亚男 1999年来瑞典，就读于瑞典北
部著名的于默奥大学。 

“我初来的时候，经历过所有那时代留学
生的磨难，但各种经历都会给我许多的
后来的灵感。潜移默化的一直影响着我, 
所以我会珍惜我走的每一步，因为每一
步，都会影响你的未来。甚至很多时候
你会彷徨。” 李亚男说。 



 

 

 

 

 

 

李亚男拍摄米勒斯花园时的工作
照。         

“关于未来，我不揣测未来，眼下需要考
虑的事情很多。我目前有几个已经在做
的项目，都是很重磅级的，需要一步一
步的走。我很充实，但同时压力也非常
大。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次挑战。
要么，你是那百年中的某一个，要么，
你是那唯一的一个。每一个唯一都是挣
扎着站起来的。”李亚男最后说。 

李亚男今年 43岁，妻子卡特琳，他们
有两个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