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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与子
——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摄影展
Father and Son——Photography Exhibition of Grégoire Korganow
宋世霁

Song Shiji

由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和四川美术学院

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血缘？亲情？传承？

新媒体系主办，四川美术学院国际交流与合

遗产？我拍摄的主角是30岁到80岁的父亲

作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及四川美术学院

们，与他们下至几个月大或上至年届五十的

虎溪公社艺术工作室承办的“父与子——格

儿子们一起半裸地站立着，他们亲密依偎，

雷戈瓦尔·柯尔伽诺（Grégoire Korganow）

常常是肌肤相亲。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肖像照

摄影展”2016年5月5日在四川美术学院虎

寻找他们的相似之处。仔细观察他们脸部的

溪公社艺术工作室开展。

线条，比较他们的举手投足和姿势神态，我

“父与子”的主题摄影是格雷戈瓦尔

们甚至可以猜想他们之间的故事，去尝试揭

摘要：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毕业于巴

Abstract: Graduating in Applied Arts from Ecole Supérieure Estienne

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创作的一个系列作

开父子关系之谜。裸露的身体消除了不安，

黎爱斯提尔尼高等艺术学校应用艺术专业，

des Arts et des Industries Graphiques in Paris, Grégoire Korganow started

品，一场关于时间、继承、身体的脆弱性的

模糊了踪迹。父子间的那种温情有了不一样

23岁开始从事摄影，他的作品关注现实，意

photography when he was 23 years old. Focusing on reality, his work aims

展览，自2010年在法国及世界各地开展，本

的化学反应。”艺术家如是阐述着他的创作

在向人们展现当今现实世界的断层、悖谬和

to reveal the gaps, absurdity and mess of reality nowadays. He pays special

1-3

次展览作为第十一届中法文化之春其中的一

构思，“也许是因为我养子的到来让我萌发

混乱。他关注镜头外最细小的事物。身体、

attention to the most minor details outside camera, thus body, scar and

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

个系列活动，新增了在重庆和北京拍摄的人

了拍摄这些肖像的想法。我的儿子名叫马尔

伤痕、社会形态转变是其作品的主要题材。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formation become main themes of his works.

像。

克，他出身于卢旺达，皮肤是黑色的。六年

关键词：父与子，摄影，中法文化之春

Key words: Father and Son, Photography, Festival Cro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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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哥尼亚》系列作品
摄影
2000—2003

“什么是父亲？什么是儿子？是什么

前他放学回来问我，为什么他的肤色与我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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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些作品于十年后在欧洲摄影馆进行了

教授摄影课程，平时他还会在阿尔勒摄影协

展出。他的作品主要是各种场景中的人物系

会定期开展工作营。

列，比如：“父与子”、“后台”、“破碎
的面庞”、“巴塔哥尼亚”等等，这些作品

#2

妻子的不一样，他为什么不像我。那么我像

剧变。在1993年的时候开始了与法国《解

我的父亲吗？父子之间都是相似的吗？为了

放报》长达十年的合作，随后，还与很多法

回答这些问题，我开始父与子这一主题的系

国及国际的媒体进行了合作：法国《快报

列摄影。”
艺术家生平简介
从巴黎爱斯提尔尼高等艺术学校应用

（l’Express）》，法国《电视全览》《嘉

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
《监狱》系列作品

人》《国家地理》《纽约时报》等等。1998

摄影

年，他加入Métisse经纪公司，2002年的时

2015

候加入Rapho经纪公司。

艺术专业毕业后，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23

从1998年至2008年十年里，格雷戈瓦

岁时开始从事摄影，透过摄影在俄罗斯，前

尔发起和指导了20册摄影集的出版。2001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追寻着前苏联国家的

年，他参与了摄影杂志《de l’air》的创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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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列主题摄影创作于2015年，是受

戈瓦尔新的系列是“舞台出口”，展现的是

鲁昂肿瘤协会和滨海塞纳省委员会支持的一

2014蒙彼利埃舞蹈艺术节上当代舞者们刚刚

个驻留项目。

表演完进入后台的沉静体态。从2011年1月

癌症十分可怕，当癌症袭来，患者

起，他就开始为各种监禁场所的监察长拍摄

不仅仅是肉体承受折磨，患者的内心也会

法国的各个监禁场地，这个系列的作品2015

被卷入暴风雨的中心，对抗癌症需要巨大

年的时候在欧洲摄影馆进行了展览。

的勇气和力量。安尼克（Annick）、艾达

同时，他也为纪录片做摄影：斯特

（Ida）、伊莎贝尔（Isabelle）、弗朗西

凡娜·梅库里奥（Stéphane Mercurio）导

斯（Francis）、雷米（Remy）、皮埃尔

演的《他们旁边（À côté）》，于2009

（Pierre）、扬（Yann）、让（Jean）、

年在院线上映；克里斯托福·奥森博格

弗朗索瓦（François）和让-皮埃尔（Jean-

（Christophe Otzenberger）导演的《通

Pierre）就是拥有这样勇气和力量的人。该

往酗酒者内心之路（Voyage au coeur de

项目“在一起”为我们在壮丽的景色下相聚

l’alcool(isme)）》，于2010年在国家电视

提供了机会。我们邀请志愿者和我们一起拍

频道法国2台播出；斯特凡娜·梅库里奥导演

照，攀岩，在田间漫步，淌过小溪，闭上双

的《共和国下的阴影》，于2011年在Canal

眼侧耳聆听风的声音。

+放映。自2010起，格雷戈瓦尔开始拍摄系
列短片和微电影，该系列短片在2014年发行

3

了。他在2015年计划拍摄下一系列短片，该

格雷戈瓦尔·柯尔伽诺

系列主角是舞蹈编导西尔万·格兰德（Sylvain

《在一起》系列作品
摄影
2011—2014

最新系列作品：在一起

在法国及海外都进行过展览并已发行。格雷

Groud）。
2012年，格雷戈瓦尔在巴黎第一大学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