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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说你早期的《寂静》（Silencios）那个系列吗？（图

02～ 05）

那时我刚和丈夫约瑟夫·卡普兰结婚，他是犹太人。他的祖

母在 1936 年和家人逃离德国，2004 年去世。我们在整理她的

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她和家人在离开德国前往哥伦比亚登船时的

照片。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哥伦比亚的犹太人很少，除了犹太

人群体之外，普通大众并不清楚身边还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存在。

《寂静》这个系列拍摄的是生活在哥伦比亚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幸存者。我从波哥大（哥伦比亚的首都）开始拍摄他们，

悲伤是一种巨大而疼痛的秘密，宛如被月球引力影响的海洋，被莫名的力牵引、渗入人的身体。

哭喊能时不时打破表面的平静，却无法表达内心默默哀鸣的沉重悲伤。

摄影是一种记录表象的艺术，用相机捕捉他人的悲伤之情是有难度的，想要完整地表达更是

几乎不可能。哥伦比亚摄影师艾利卡 •蒂耶特斯用她的装置作品挑战这种几乎不可能。她的成功

之处在于，她知道触动人类情感的关键不是怜悯，而是同情。

在采访中，我们讨论了艾利卡 4 个系列的作品，她用不同的方式探讨经历创伤后的残留情绪，

以及关于残忍、折磨和忍无可忍的暴力记忆。第一个系列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遇种族灭绝幸

存者的献礼——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及其占领区中，600 万欧洲犹太人惨遭杀害。另

外三个系列展示了那些目睹自己亲人死亡的哥伦比亚人，他们所爱的人都丧生于哥伦比亚毒贩、

游击队、恐怖分子及反政府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之中。这些作品同时也留存了相关暴行

的证据。

艾利卡展出最多的作品是《裹尸布》（Sudarios）系列。它由 20 个女人的肖像组成，拍摄

于一位心理导师正在对她们进行疏导治疗的过程中（图 06 ～ 13）。参与治疗的每个女人都讲述

了她们在战乱中饱受折磨的经历：作为酷刑的一部分，她们被迫目睹自己所爱之人，父亲，母亲，

丈夫，儿子，被打残或屠杀。

艾利卡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受访者回首往事时，在某一个时刻，她们往往会退缩，闭上双睛，

仿佛内心在守护这段回忆，紧紧贴近她们逝去的爱人；又或许是为了保护聆听者远离那个残酷真

相的打击。这标志着她们讲到了生活被彻底改变，原先的一切一去不复返的转折性时刻。就像一

部悲剧中的高潮，一旦越过了某一转折点，结局便已确定，再也无力回天。正是这些极具表现力

的神态被镜头所捕捉，此时讲述者已经游离于当时的对话之外，沉浸于她自己悲伤的汪洋大海。

人们有时会抗拒被悽惨恐怖的事物所触动，因为我们的理智会回避，情感会麻木。自我保护

会条件反射地阻止这种认知对情感的全面冲击，而仅仅保留一些零星的阴森的影像。艾利卡为避

开人类这种认知防御系统，没有聚焦于直接的交锋对抗，而是选择移情方式以实现情感的共鸣。

她为那些邪恶、堕落、毁灭的往事披上了一层面纱，转而刻画生者内心的悲痛；深刻地表达了恐

怖事件的最恐怖之处并不在于那些事件本身，而在于其遗留下的深远影响。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在悉尼生活工作的作家、策展人和摄影研究者，其网站是：http://www.culturaldevelop-

mentconsulting.com）

阿拉斯戴尔·福斯特对话艾利卡·蒂耶特斯

你是如何走上摄影之路的？

15 岁时，我们举家迁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我父亲当时是哥

伦比亚大使馆的专属警察。那时我完全不懂英语，语言突然对

我来说没有意义了。

在学校，老师安排我学基础英语以及其他一些不太倚赖语

言的课。我便开始学习艺术，陶艺，戏剧和摄影。在艺术学校

上了一个学期后，我迎来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发现了

照相机这个东西。我相信我能快速学会英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

想听懂摄影课！

A Gallery of Overseas Photographers

01  《裹尸布》于桑塔克拉拉教堂博物馆（Iglesia 

Museo Santa Clara）展出，波哥大，哥伦比亚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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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马里奥·鲁斯卡顿（Mario Lustgarten），《寂静》

系列 ©Erika Diettes

03  拉奎尔·圭达洛维奇（Raquel Guedalovich），《寂静》

系列 ©Erika Diettes

04  英 格· 查 斯 克（Inge Chaskel），《 寂 静》 系 列 

©Erika Diettes

05  斯格蒙德·哈尔斯达奇（Sigmund Halstuch），《寂静》

系列 ©Erika Diettes

06  《裹尸布》第 20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07  《裹尸布》第 1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08  《裹尸布》第 3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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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番调查研究将我引向其他城市，如巴兰基亚，麦德林和卡利。

这个系列的展览在哥伦比亚造成了轰动，因为它将那些在奥斯维辛，

布痕瓦尔德和其他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的证词公诸于众。这本影集

后来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作为见证记录下曾经的

痛苦，以及幸存者如何在哥伦比亚重建生活的故事。

《裹尸布》（Sudarios）那个系列是如何拍摄的？照片中

那些女人是谁？（图 06 ～ 08）

那 20 个女人住在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此区域长久以来一

直陷于毒品交易，军队及游击队冲突之中。我拍摄的每一个女人都

饱受折磨，她们都曾被迫观看暴徒向自己所爱的人施以极端可怕的

暴力。而她们自己没有被施以肉体伤害，是因为那些暴徒要让她们

作为这些恐怖罪行的见证人，以恐吓警示其他人。

为什么其中大部分的女性肖像都是闭着眼睛？

我拍摄照片时，那些女人正在对心理医生讲述她们的经历。我

特意选择在她们回忆起目击恐怖事件的时刻按下快门，她们几乎所

有人都是闭着眼睛的。那一刻，记忆中失去爱人之痛真切地重现了。

我坚信，在那个时刻，你甚至能感受到施暴者与暴行的恐怖就在眼前，

不仅如此，你还能切身感受到她们对于被害者的爱。那个瞬间也可

以说是一种精神游离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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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裹尸布》于耶稣复兴礼拜堂（Capilla de Jesús Resucitado）展出，巴利查拉，桑坦德，哥伦比亚 ©Erika Diettes

10  《裹尸布》于宽容之士寺院（Templo El Señor de las Misericordias）展出，麦德林，哥伦比亚 ©Erika Diettes

11  《裹尸布》于圣托多明戈治愈寺院（Capilla de los Remedios）展出，多米尼加共和国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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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那一瞬间之所以刺痛心灵，是因为你能感受到那正

是她们生活中坍塌的一刻——从那以后生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

样了。

为什么这些作品会采用如此特别的印刷和悬挂方式？

（图 09 ～13）

我总是倾向于把这些肖像印在丝绸上，因为我希望画面可

以像幽灵般轻盈，既不是转瞬即逝的，也不是非常坚硬。那些

女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们感觉自己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那些暴行让她们成了“活死人”。我想丝绸可以完美地展现这

一点。

而且我也希望观众可以用特殊的方式与这个作品互动：走

入这些肖像之间，或者说这些“裹尸布”之间，被它们所环绕。

在安装的时候，有些图片悬挂得很低，目的是让观众穿过整间

展厅直接与画面交流，仿佛像每一个女人的痛苦都能更直观地

触动观众。

你选择在教堂这样的地方展示这些作品，这与画廊那

样的“白盒子”似的空间完全不同，这样构思的原因是什么？

我构想的《裹尸布》是一个装置艺术品。在一个神圣的，

令人自省的地方进行展示是这套作品的基本思路。我希望观众

能理解这一点，并将这些作品与谦卑、与世隔绝的环境联系起来。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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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整个装置的中心，你会发现在视平线处有一幅肖像面对着

你，双眼是睁开的。即使你能看到她的眼睛，她看上去仍然是

茫然和虚无，充满惊骇的凝视。然后你继续前行，画面的位置

会越来越高，最终高出观众的视线。

你 还 有一 个早 期 的 作 品 系 列 叫《顺 流 而 下》（Rio 

Abajo），想表达怎样的想法？（图 09 ～19）

在《顺流而下》这个系列中，我的关注点是衣物。那些衣

物属于“失踪者”，他们的家人将其作为“失踪”亲人的遗物

而始终保存着。我走访过哥伦比亚很多地区，采访了很多被“失

踪”的受害者家庭。这些图片记录了罪犯组织最常用的毁尸灭

迹手法——将被肢解的尸体扔到河里。在很多案件中，受害人

在世时饱受无尽的折磨，死后被肢解或是毁容。在很大程度上，

就算最终尸体被发现，他们的身份也无法确认。

这些衣服被置于水下拍摄，然后放大打印到玻璃上。每一

块玻璃镶嵌有一个独立的相框。我的意图是让观众可以环绕行

走在这些玻璃中，感觉好像他们已身处于画面之中，那些画面

可以是他们家人的，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图 19）

你发掘的是一些具有地域性的特殊故事，但传达的却

是一种普适的情感，不同的观众对你的作品有怎样不同的

反应？

当我在拍摄地展示这些作品时，当地人受到极大撼动。因

为他们不仅仅观者，还是悼念者，甚至是受害者。这意味着这

些作品给那些曾经被黑暗笼罩，残暴肆虐的偏远山区带去了治

愈与关注。

我也有幸在不同的国家举办过展览：阿根廷，澳大利亚，

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美国。这些地方观众的反应比较相似，

人们能够联想到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遗憾的是，在某个时刻，

从概念和形象上将这些画面升华到一个神圣的层面，从而将观

众带入一个新的理解层次。抛开宗教不说，我希望观众能获得

强烈的感受，切身体会到照片所捕捉到的深沉痛苦，并感受到

他们自身的脆弱。

具体的安装方案是如何设计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提供给观众的其实是一种体验。每件

物品，每个细节，都在讲述故事。我逐渐意识到甚至连作品上

的灯光照明都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每个展览空间都是不同的，

都是新的挑战。所以不同的空间需要设计不同的展示风格。

我想让观众能立体地穿过这些悬挂得高低不一的作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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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顺流而下》1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13  《顺流而下》 2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14  《废墟》12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15  《顺流而下》在美国休斯敦摄影双年展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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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废墟》第 25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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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废墟》第 21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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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种痛，它其实与我们每个人

都相关。

我的作品讲述了哥伦比亚特殊环境下的事件，但是我没有

选择去呈现暴力的细节，而是去关注幸存者的痛苦。正因如此，

我相信作品的全球性，是能吸引不同国家观众的原因。

你最近致力于哪些创作？（图 20 ～21）

最近 4 年来，我都在创作一个名为《遗物》（Relicarios）

的系列作品。最初的灵感来自琥珀。你知道，就是那种把昆虫

困在里面几百万年的琥珀。我认为这正是我的国家的暴力方

式……很多很多暴力冲突，持续很多很多年。游击队、军队、

恐怖武装集团、革命武装分子，各种武装力量，施暴者是谁已

经不重要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战乱，哥伦比亚人很痛苦，这正

是我想表达的悲痛。

创作《遗物》这个系列需要强烈的情感投入，为此我做了

很多极端的决定，比如在安蒂奥基亚（ 哥伦比亚西北部省分）

建一个工作室就是其中之一。我住在波哥大，与之相距 600 公

里远，这意味着我得抛开日常生活，投入大量时间在创作中。

同时这也让悼念者们必须步行 13 个小时再乘坐 5 个小时公车才

能到达我的工作室。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段单纯耗费体力

的行程，而是到公共场合缅怀他们逝去的爱人。为此他们还必

须交出保存了近 20 年的私人物品，那些曾经属于“失踪”的家

人的东西。

我将这些物品封存在一种高分子聚合橡胶里，就像琥珀里

保存的昆虫。我的设想是造一个长长的通道，参观者走在其中，

就像走在墓地中。而作品将会放置在地上，这样参观者必须低

头注视着地面，以一个谦卑，忠诚和尊敬的姿态行走。

这项创作还在进行之中，至少还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

完成。

回首往事，为什么你会选择用摄影这种表达方式来讲

述这些故事？

我相信摄影能够捕捉到我们的本质，实现我们超越时间的梦

想不被遗忘。 它能冻结我们存在的一个瞬间，使其持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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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遗物》第 11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19  《遗物》第 54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20  《遗物》第 64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21  《遗物》第 65 号作品 ©Erika Diet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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