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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婚纱照是最靠近梦想的一刻﹄

本刊记者 毛晨钰 ／ 文 沈佳音 ／ 编辑
●

我
“认为中国人并不执着于真实，哪怕那些照片纯粹是幻想，新人拍照也是一种
表演，但这些都表达了对富足、地位的真实渴望。 ”

D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式结婚

CULTURE 文化

avid穿着白衣黑裤，站在泳池边，抖动浑身关
节，僵硬得像个木偶。
今天他将要和他的新娘Jenny拍摄两人的

婚纱照。

来自澳大利亚的David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两三周前
他才跟女友求婚，Jenny就已经策划了一场水下婚纱照。在
他的国家，没有人会专门拍摄婚纱照，只会在婚礼上合影
留念，这种婚礼前摆拍的结婚照对他来说，
“是假的，不真
实的”
。为了自己的中国老婆，他选择妥协。
他的新娘终于出现。白色吊带纱裙，盘起的头发上固
定着一群蝴蝶。David先下水，新娘扶着梯子爬下。身体接
触到水的那一刻，她还是有些害怕地叫了几声。在发现双
脚能触底后，总算笑了。
David和Jenny深呼吸，沉下水底。Jenny频繁眨眼，适
应了一会儿，才能保持神态镇定。她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拍
摄水下婚纱照，也是因为听说“这里的水比较干净”
，对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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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没那么刺激。
正对着的是一面巨大的透明玻璃，把这个“水底世界”
隔成观赏区和表演区。David和Jenny负责表演亲嘴，拿着
照相机的摄影师负责拍照。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好多
次也是如此。因为水的阻力，两张嘴很难精准贴到彼此。摄
影师坐在玻璃之外，淡定喝了口饮料：
“他们不会接吻吗？”
记录这场“亲嘴鱼表演”的除了婚纱摄影师，还有澳大
利亚摄影师兼导演奥利维亚 · 马丁-马奎尔（Olivia MartinMcGuire）
。这 是 她 拍 摄 的 第 一 部 作 品《中 国 之 爱（China
Love）
》
，专门记录了四五对中国夫妇拍摄婚纱照的故事。
2018年6月，
《中国之爱》在悉尼电影节首映，后来又在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引起了媒体和观众的讨论。中国观
众看过后说，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式结婚”
。对从没见过婚礼
前拍婚纱照的外国人来说，这部片子让他们看到了在中国的
“另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让人可以炫耀财富、爱情和自己。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奥利维亚说：
“婚纱照的一切
都是关于‘梦想’的。”

婚纱照制造幻境
一袭红色婚纱，头顶水晶王冠，脚踩厚底运动鞋，手里
拿着一根烫嘴的烤肠。小李是奔跑在外滩的新娘。
小李跑着拍照的样子跟奥利维亚5年前在外滩看到的
新娘没什么两样。当时奥利维亚刚刚跟随到中国工作的丈
夫定居上海。在工作途中，她看到上海地标性的外滩有很
多对新人在拍照。新娘穿着光鲜，脚上却都是运动鞋。她
们快跑前进，争取在游人如织的外滩找到风景最好的机位。
有一年11月去桂林旅游，奥利维亚甚至在雨中的山顶
看到了拍婚纱照的新人。摄影师们花了1个多小时，把婚纱
和器材背上山。
此前，奥利维亚从不知道还有拍婚纱照这门产业。她
来自澳大利亚，在那里，婚纱照就是在结婚那天拍的。她拍
下那些奔跑的新娘和一旁的工作人员，发布在一家澳大利
亚媒体上。2015年，她决定把这一产业和中国人的婚姻故
事拍成纪录片。小李夫妇就是其中的主人公之一。
小李和男友俊波来自安徽，经媒人介绍开始相处。求
婚的过程很简单，
“发信息决定的”
。相比起俊波的拘谨，小
李显得更加放松。可是她拍婚纱照“前天晚上紧张得失眠
到凌晨两点”
。
在拍摄中，小李偶尔会对俊波耍些小脾气。她跟同行的
伙伴抱怨，
“他居然让我把婚纱照当成自拍！”这让小李很生
气，
“这能一样吗？他不懂拍婚纱照对女孩子来说意味着什
么？”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大日子”
，象征她步入了婚姻殿堂。
婚纱照对中国女孩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梦想。”韩潘说。
她是一位待嫁新娘的母亲。女儿Viona不久前刚跟丈夫
拍完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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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na第一次在镜子前戴上皇冠的时候，忍不住哭了。
她生活在单亲家庭，从小母亲对她的教育是：学习最重要，
“你需要用最高分来证明你是最好的”
。
这应该是所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最熟
悉的教诲。在这种耳提面命下，
“竞争意识”已然形成某种
基因。对Viona来说，人生就是“不停地完成一个个任务，
没有完成的那一天”
。现在“找到真爱，嫁给他就是我第一
个需要‘完成’的任务”
。
Viona已经30岁了。在决定结婚前，母亲韩潘没少为
她操心：
“28岁不结婚就是‘剩女’了，不结婚会被社会排
挤”
。
“像她这样的姑娘，中国还有很多。”
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西路上有个“人民公园”
。这里最
出名的风景不是自然景色，而是相亲角。每周固定时间，大
批单身男女的父母就会在这里替孩子物色对象。人手一把
伞，撑开支在地上，打印的征婚条件贴在伞面上。Viona说：
“这往往是父母最后的希望。如果你不结婚，很大程度意味
着你不会生小孩，这几乎会断送了一个家庭的全部信念。”
母亲总算可以放心了。她俩都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某
项任务。
婚礼前4个月，Viona和丈夫拍了婚纱照。迷宫一样的
摄影棚有数不清的窄门，一道门就是一个世界。北欧风的
森林系、海岛风的沙滩浪花、欧洲风情的宫殿教堂……它
们都是为孵化各种梦而建造的。
奥利维亚说：
“人们喜欢旅行，但90 %的中国人都没有
足够美才行。她的父母没有结婚照，对她来说，
“所有中国

护照。”婚纱摄影棚就是他们梦想成真的地方。

女人都渴望穿上婚纱拍结婚照。我的婚纱照代表的不是我，

被称为“中国婚纱照产业教父”的施嘉豪就抓住了这

而是可以一代代传下去的，同时也代表了我妈妈的美”
。

个风口。大约10年前，他还是个穷小子，却已经察觉到逐

韩潘的确对婚纱照充满幻想。她觉得“婚纱在物理上

渐有钱的中国人对西式浪漫的热衷。从一个小摄影棚开
始，施嘉豪在不到10年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婚纱摄影集

就营造了一种雾里看花的幻境。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向往

团，手下有7000名员工，300多家工作室。他自己也

富足美好”
。
50岁那年，韩潘一个人去拍了一套婚纱照。修身的鱼

成了受人瞩目的亿万富翁。

尾婚纱很好地展现了她纤瘦的身材，站在大红色背景里，

“所有女孩，无论来自哪里，都想要一张
完美的婚纱照。”施嘉豪说。在他服务过的

完全看不出年龄。她把这张婚纱照放大装裱，挂在自己房

客户中，有一对夫妻花了50天环球旅行拍

间正对着床的墙上。

摄婚纱照。现在这对夫妻已经结婚七八年，

“那个年代的爱情，就像热水瓶”

每次吵架就会翻出结婚相册，然后和好。
正如奥利维亚所了解的那样，不是每

任何年纪的中国人对结婚照都有渴望。

个人都能负担起动辄百万的环球旅行，预算

上世纪60年代末结婚的佩佩和学忠在结婚的50年间

在数千至几百万不等的不同婚纱照套餐足以迎
合每一对夫妇的要求。
当出现在镜头中时，施嘉豪站在公司二楼，俯视楼下繁
忙的员工，像个皇帝。每天平均有2000对夫妇打电话到这
里预约婚纱照拍摄，每一对平均需要支付1万元费用。而他
所在的中国婚纱摄影行业市场价值已经达到800亿美元。
Viona就是在施嘉豪集团旗下的摄影工作室拍摄自己

都只有一张黑白结婚照。这是两人骑自行车跑了12公里专
奥利维亚·马丁-马奎尔

门去拍的。照片不过手掌大，两个人穿着深色工装，脖颈
处露出一截雪白的衬衫领子。
在他们的年代，个人不被允许出挑，
“怎么能穿那些花
花绿绿的衣服”
。奥利维亚曾采访过一个66岁的老太太。她
很美，但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普通，特意剪掉了长发。

的婚纱照。拍完婚纱照后的一两周，她就能看到那些精心

“如果有机会拍婚纱照，你们会拍吗？”

修饰过的照片。照片在眼前幻灯片式放映，她总能在第一

“当然。”一直话很少的学忠有些激动。

眼决定是“删掉”还是“留下”
。丈夫有时会跟她争辩一番，
试图留下一些搞笑甚至搞怪的照片。Viona拒绝，她必须要

奥利维亚通过一家公益组织记录了几对老人拍婚纱照
的画面。他们都跟佩佩和学忠一样，结婚时没有机会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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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订婚了，还是我求的婚。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结
婚，但是看了老人们的爱情，我突然发现，结婚真美好！”
那个年代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位老人的话可以拿来做最佳注解：
“那个年代，夫妻之
间的感情就好像热水瓶，里边是热的，外面看起来是冷的。”

聚光灯外的生活
纪录片在澳大利亚上映后，有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学生
告诉奥利维亚：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里面有传统世界和新
世界两种样子。”
一场婚礼，是两个时代的交集。婚礼过后，年轻人和他
们的家庭还是要分道扬镳。
结婚后Viona跟着丈夫离开上海，去往澳大利亚。当被
问及原因时，她说：
“至少我妈不在那儿。”她仍需要完成
“任务”——生孩子。为了远离母亲的唠叨，她选择待在异
国。但她的丈夫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她不得不再一次回到
中国。自由和机会，她觉得后者更重要。
幻境如闪光灯一样短暂。
“咔嚓”过后，大家还是都要
回归到日常生活。Viona开玩笑地说：
“拍婚纱照可能是中
国人最靠近梦想的一瞬间。走得这么近，快要碰到了，但是
没有碰到，然后转身离开，回到现实。”
在纪录片最后，Viona一个人在澳大利亚海边散步。她
处于很多中国女性都有的矛盾中。
“女强人不会去做社会强
足够漂亮的婚纱照。
这个名叫“为爱而照”的公益组织在5年间致力于为老
人拍摄婚纱照，算是完成一些人的小心愿。
志愿者们来到上海某个社区为几对老人化妆拍照，其
中不少已是八九十岁，跟老伴结婚超过50年。因为都是上
了年纪的人，志愿者画起妆来颇为小心：
“手重吗？我是第
一次来做这个。”
“不重。我是第一次拍婚纱照。”脸上长了
老年斑的老先生安慰道。
老太太们互相打量穿着婚纱的姐妹。她们从没穿过
“这样的衣服”
。有一位阿姨说，结婚的时候，她甚至都不
敢把喜被的被罩露在外面，枕头也要藏在被子里。
手捧鲜花的老先生在房间门口接新娘，打开门说：
“年

加给她们的事，但我是个混合体。”她说。像块夹心饼干，
她既想拥有自由的生活，内心又逃不开传统的要求。
对母亲韩潘来说，结完婚不生孩子是奇怪的。她认为：
“在
中国，家庭跟社会一样，都是一张网。你要搞丁克家庭，那我
在别人面前就会显得奇怪，我自己就会主动把这张网切断。”
婚纱照的短暂梦幻过后，结婚的中国人正在面临无数
矛盾。
在采访最后，奥利维亚总结道：
“在其他国家，你有过
去、现在和未来。但在中国，只有未来和过去相互摩擦。”
身处激流中的普通人无法生活在聚光灯下，而拍婚纱照的
那一刻，
“一切都围绕着他们”
。这就是特别的一天。
奥利维亚在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新闻网站采访时曾说：

轻的爱人，我爱你。”所有人好像都回到了最青春的模样。也

“我认为中国人并不执着于真实，哪怕那些照片纯粹是幻

有不善言辞的老伴，站在门口半天憋不出一句甜言蜜语，只

想，新人拍照也是一种表演，但这些都表达了对富足、地

能耍赖地说：
“这一刻我都等了50年了，还要我说什么？”站

位的真实渴望。”

在简单的碎花或喜字背景前，老人们靠着彼此，有的头贴
着头讲悄悄话。他们很少在外人面前露出这样亲密的样子。
“我们那时候，男女是不能牵手的。”一位老先生说。
佩佩和学忠也在他们生活的弄堂拍了婚纱照。当志愿
者建议她像个公主一样等待丈夫时，她拎起婚纱裙摆，
“我

最初排斥拍婚纱照的David在拍摄完成后迫不及待回
看手机上录下的拍摄视频。他用流利的中文赞叹唯美的效
果。
“假的”婚纱照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在制作完成自己的
纪录片后，奥利维亚也打算跟自己的丈夫去拍一套“中国
式婚纱照”
。

要像个女王”
。丈夫学忠只在一旁笑。
奥利维亚告诉本刊记者，相比起年轻人的故事，老人
的爱情无疑是纪录片中最触动人的地方。
拍摄完老人的画面后，奥利维亚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碰
见团队中的助理剪辑师。剪辑师对她说：
“你知道吗？我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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