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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追求的完美世界之下， 往往隐藏着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那里悲伤、敏感，孤独而脆弱。”   在当今荷兰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师之一   Erwin Olaf 的展览现场，我们创造出一个   与其作品相 “平行”的世界，   让人物、布景与墙上的摄影作品互为穿插，  无声铺陈出生活里的潜台词。

“照片中的人都拘谨地站着，因为他们刚听到了坏消息。这些照片试图展现
的是我们在等待某个消息、某种结果的状态，这个结果可以使我们的生活
在瞬间天翻地覆。”—— Erwin Olaf
本页 橡木梳妆台 Karimoku from 匠恒 ¥12000 水泥黄铜容器 Wuu  ¥399  
可充电式蘑菇形黑色台灯 Edward Barber & Jay Osgerby设计 from Flos  
¥1980  柠檬黄魅幻茶杯 TWG Tea  ¥595  Lightcycle落地灯 戴森Dyson 
¥3990  黑色简约靠背椅 Ton  ¥1990  水泥盆栽 T-B-H from The Beast Home  
非卖品  黄铜落地灯 Arne Jacobsen设计 from &Tradition ¥8099  粉色绒面
单人沙发 长堤空间视觉 价洽店内  水晶平底水杯 Baccarat巴卡拉 ¥3200/
对  可拆卸积木式边几 Mia Hamborg设计 from &Tradition  ¥3899  纯竹丝
拼色地毯 佳布尔地毯 ¥50400  白色衬衫、灰色毛衣、腰带、金色缎面半裙、

黑色丝袜、白色穆勒鞋 均为Prada 新品未定价

photographer Manolo Yllera  stylist Judy zhu  现场协助 韩健
fashion stylist 周扬  makeup & hair stylist 余晓婧  

model Anneliese Charek （SLATE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 蔡大道  styling assistant 小林、小傅

writer & editor Judy zhu  特别鸣谢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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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af的作品植根于过去几百年的荷兰历史与艺术传统，在用光、构图以及
画面叙事上明显受到伦勃朗和维米尔的影响。今年6月，荷兰国立博物馆将
从Olaf的500件永久藏品中挑选10件，与伦勃朗等10位荷兰“黄金时代”艺
术家的10幅画作共同展出。

本页 黄色半包围单椅 长堤空间视觉 价洽店内  蜂鸟杯碟组 Wedgwood  
¥3800  水晶平底水杯 Baccarat巴卡拉  ¥3200/对  银色蜡烛 Ester&Erik 
from T-B-H fromThe Beast Home  蜡烛¥164 底座¥199  金色蜡烛 
Ester&Erik from T-B-H from The Beast Home 蜡烛¥60 底座¥199  琥珀黄
“彩蛋”系列花瓶 T-B-H fromThe Beast Home  ¥269  草莓芒果水果挞 TWG 
Tea  ¥60  歌剧院茶香蛋糕 TWG Tea  ¥60  蜂鸟托盘20cm Wedgwood  ¥1700  
耀金魅幻茶壶 TWG Tea  ¥5000  珍珠白魅幻茶杯 TWG Tea  ¥1180  核桃木
餐桌 Karimoku from 匠恒 ¥7320  绿色绒面扶手餐椅 Karimoku from 匠
恒 ¥4380  地毯 佳布尔地毯 ¥90000  可充电式白色台灯 Philippe Starck设
计 from Flos  ¥3280  茶宴舞会茶薰香蜡烛 TWG Tea  ¥580 和谐水晶平底水
杯 Baccara巴卡拉 ¥3200/对  酒吧餐车 Yabu Pushelberg设计 from Stellar 
Works  ¥18940  女式打底衫、印花长裙 均为Dior 新品未定价  黑色腰带 
Prada 新品未定价  男式白色衬衫、腰带、皮鞋 均为Berluti  新品未定价 针
织衫、西裤 均为Brunello Cucinelli 新品未定价 

 “我的创作折射了我个人的生活和信仰，

 希望人们在为表面的美感驻足后，

 能去思考照片的言外之意。”   —— Erwin Olaf    



型格剧场 zoom

画中人身处柔和、复古的环境里，但总是背对着观众，拒绝目光接触，也拒绝
对话，他们的否定就是与观众唯一的互动。这些作品激发出我们每个观看之
人曾遭逢相同时刻的隐秘情绪，尽管生活表面上看上去如此优雅而美 好。

本页 扇形靠背椅Ton ¥2180 绿色复古台灯 Verner Panton设计 from & 
Tradition  ¥2188  黑色圆桌 Ton  ¥5450  弧形曲线靠背椅 Ton ¥3150 地毯 佳
布尔地毯 ¥112500  绿色绒面布料 RUBELLI from 傲斐艺苑 ¥1220/米  男
士紫色高领衫、墨绿色西装、蓝色牛仔裤、乐福鞋 均为Prada 新品未定价

 “愤慨和羞耻，是我们每天以各种形式遭遇的感受， 

 在街头、新闻、镜子里……它们让我们不胜其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限制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 —— Erwin Ol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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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色调中唯有光线在调节着氛围与剧情下一秒的走向。生活的宏大叙
事均由每个个体的微观经历构成，这些照片让人感到焦躁不安，内心无法
平静，而居家空间正是安放这种私密情绪的最佳处所。

本页 T落地灯 Wuu ¥6800 K Chair 双人沙发 Karimoku from 匠恒 ¥5480  
AXIS边桌 Wuu  ¥3999  千夜高脚杯 Baccara巴卡拉 ¥1800  沉香之夜茶薰
香蜡烛 TWG Tea  ¥580  树莓水果挞 TWG Tea ¥60  茶香马卡龙 TWG Tea  ¥15 
蜂鸟托盘15cm Wedgwood ¥1400  工业休闲靠背椅 Neri&Hu设计 from 
Stellar Works  ¥7790  镜面屏风 Yabu Pushelberg设计 from Stellar Works 
¥11620  地毯 佳布尔地毯 ¥158400  男士白色T恤、蓝色皮衣、砖红长裤、黑
色短靴 均为 Hermès 新品未定价

“我的拍摄并非关于快乐，上海是我见过最有活力的城市，

 但走入微观，探究个体的生活，这里面一定有个人的悲伤、孤独、压力， 
   我关注的总是群体中的个人。” —— Erwin Ol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