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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摄影师霍尔木兹访谈

2016-12-12 15:15 |  发布者: gangganghao |  查看: 163 |  评论: 0 | 原作者: 顾峰

摘要: 霍尔木兹（Hormoz）是参加今年平遥摄影节的一位法国年轻摄影师

       霍尔木兹（Hormoz）是本人在今年的平遥摄影节遇到的一位法国年轻摄影师。在柴油机厂的D3展区，当时展

厅里有一块过去高大的工业设备的区域令人记忆深刻，下午光线并不充足的情况下，在其附近就看到霍尔木兹一

个人在一张课桌前，桌上放着他自己出的摄影集，偶尔有些人驻足看一眼。在任何摄影展被海量的作品所淹没的

时候，要静下心来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在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很久，我才真正能够安下心来看些他的个人网站，

了解他这次带来的作品系列，有关法国无家可归流浪汉题材的《非为我》（Not For Me）对他的意义。

摄影师：霍尔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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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的一本最新摄影集《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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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集《Another》部分作品，他的作品很多给人一种超现实的和病态情欲色彩，然而下面一组拍摄却又呈现了他

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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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为我”系列（Not For Me），参加2016平遥摄影节个展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非为我”有什么含义？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认为“非为我”是许多无家可归者看到那些有家的人时对自己说的话。因为很难实现，所以说“不属于

他们”。另一方面这组作品的作用：许多有钱的人们很难想象成为无家可归是什么样子。富裕和贫穷者之间的因这

些感受产生难以逾越的距离。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什么原因导致产生这些法国的无家可归者？他们能从法国政府得到资助吗？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在每个我去过的大城市几乎都看到过无家可归者。许多人是因为某个时刻生活中出现危机难以为

继，他们不能越过这个坎。这也是由于欧洲的人口自由流动，2008年的危机等等……在巴黎，无家可归者的数字还

在增加，甚至产生贫民窟。

法国政府不会因为你无家可归就会给你钱。政府的帮助可能会针对一些普通的贫困情形，每个申请都会检查，然

后没准这个人会得到一小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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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摄影：大众摄影：除了地铁，这些无家可归者会睡在什么地方？

霍尔木兹：他们找一些看上去安全和温暖的地方去睡：地铁，街头一些热的地方，长凳，一些临时提供住宿的地

方。大部分地铁站更换了长凳和座椅，使得无家可归者不可能把那里作为睡觉的地方。然而，地铁站长是那个可

以决定你能否在那里过夜的人。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为什么你选择无家可归者作为拍摄对象？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不喜欢看到通常把他们拍的很悲惨的照片。我承认他们是牺牲品，但对我来说某些无家可归者是生

存的偶像，他们承载着特定的力量和尊严，就他们的条件来说，有时候这些特征被认为是贬义的。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为什么从你年少时，这些无家可归者就总是打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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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木兹：霍尔木兹：因为我一看到这些贫穷的人就会升起同情心。我总是感觉我们都有可能失去我们的房子，成为无家可

归者。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你能够告诉我一些被摄对象Mateus的故事吗？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觉得不讲为好。我认为他也不希望每个人都读到他的生活。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这些无家可归者喜欢被拍摄吗？你如何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尝试在拍摄期间去了解他们，去拉近缩小我们之间的距离。我觉得那些你在照片里看到的人都很喜

欢这个过程，但是也许他们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中，不得不在相机前装出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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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你希望“不属于我”改变他们对无家可归者的印象吗?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主题对许多人会带来不安感。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在平遥摄影节感觉如何？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我经历了一段很棒的时光。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展示照片的空间非常漂亮，印刷也很出色。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你认为中国观众会对“非为我”这组照片有兴趣吗？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这是平遥摄影节的一个积极方面。我得到许多来自平遥摄影节中国观众的反馈，但是平遥摄影节的观

众能代表中国吗?我不知道，而且对此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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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摄影：大众摄影：谈谈你的项目“看不见的喂养”（FEED THE INVISIBLE）?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这是一个有关太平洋某些小岛上孩子游戏的项目。我从两年前开始拍摄，我想最终形成一本书，所以

在完成前我仍要进行许多旅行，花些年份去拍摄更多照片。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您网站上的的“没有天堂”系列也给人印象深刻，能否谈谈这组的背景？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没有天堂”表达了我在这个假期在突尼斯一个度假俱乐部的感受。我的印象是，那些追寻夏日天堂的

游客始终难以体会到的。事实上他们看上去没有在度假，而是忙于俱乐部活动。

他们对我来说逐渐成为乳白色的无生命体，非常空虚和平常，过度暴露在有天堂意味的太阳下面。另一方面，所

有在俱乐部的工人和园丁也看上去不像在天堂。对他们来说，天堂怎么会是让他们一直工作的呢?经历着灼热的太

阳有点类似地域，而不是和平的天堂一般。

然而，他们的脸上显现着庄严，这就是为什么我用特写来拍摄他们的肖像，采用最小的景深，尝试接近他们的存

在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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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天堂》系列，拍摄突尼斯的度假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和园丁

 大众摄影：大众摄影：除了摄影，您也拍摄了一些短片。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们知道摄影和电影都诞生于法国，你对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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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张张丽双周赛第23期《流水》入选作品 • Saunato影展《源》在京开幕

• 第九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圆满收官 • 《中信银行爱摄影联盟2016典藏影集》在京发布

• “太姥山杯”第八届宁德好风光全国摄影艺术展拟入展作品(组
照） ... ...

• “我遇见最美的光”——第二届全国医护人员摄影大展

• 2017年第九届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征集公告 • 中国第一位F1摄影师于明转型“鸟人”

• 第十次文代会后中国摄协首个会员专题研讨班在河南举办 • “太姥山杯”第八届宁德好风光全国摄影艺术展拟入展公示

和制作影片是怎么看的？

霍尔木兹：霍尔木兹：制作影片或者图片是两种不同的陈述观点或者讲述故事的方式。我在摄影前就开始制作短片。有一天

我意识到，我的一些观念只有通过静态照片的方式才能产生强烈的影响，这就是我开始摄影的原因。摄影呈现出

完美的时刻，让镜头与之相关。在影片里，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方式，包括剪辑、音乐等等，而且制作影片比摄影

来得代价更贵，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不能制作更多我想做的影片。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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