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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迪达·赫弗 1944 年在埃伯斯瓦尔德出生，现居和工作于科隆。在 Schmölz-Huth
工作室完成特训以后，她于 1976 年开始跟甚有影响力的摄影二人组贝恩德·贝歇
尔和希拉·贝歇尔（Bernd and Hilla Becher）学习。贝歇尔二人组的门下子弟包括
数位出自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知名摄影师：Andreas Gursky、Thomas Struth、Axel
Hütte 和 Thomas Ruff。赫弗的作品备受国际公认，曾展于 Kunsthalle Basel 和
Kunsthalle Berne、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以及爱尔兰都柏林现代艺术博物馆。另外，
赫弗在 2002 年参与第 11 届卡塞尔文献展，更被邀与已经过世的艺术家马丁·基彭
伯格共同代表德国国家馆参加 2003 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她的摄影作品现在是世界
各地著名博物馆和私人艺术收藏的一部分。
赫弗以摄影为建筑物内部空间制作肖像画，刻意删除人类的足迹，并强调众建筑物
的庄严华丽。透过聚焦于这些歌颂人类文明伟大的建筑空间——却同时把任何人物
剔除—— 她的作品出其不意地动人：这一点成为她的作品特色。赫弗制作这些大
格式照片的时候并无后期加工。另外，她选择使用长时间曝光，而灯光方面特意限
于使用各地点的现有光源。结果是一种亲切感和规模性的稀有配对，在捕捉精密的
建筑细节同时，保留空间感和文明秩序于照片中。
此次在德玉堂画廊举办的展览“空间守望者：康迪达·赫弗”，汇聚了康迪达·赫弗近
十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将向观众展示摄影与室内空间的完美搭配，呈现由光线、
室内和秩序所营造的不同的具有文化功能的空间，如图书馆、博物馆和歌剧院等。
拍摄对象内部空间或金碧辉煌，或有丰富的艺术藏品，这些作品一同入镜，成为艺
术品中的艺术品。“我对基于文化生产的空间中的物体的再现感兴趣，以及那些作
为客观对象的空间，你可以称为再现的再现。当然，对特殊的对象，有特殊的再现
方式，比如图书馆系列，这些空间和它们扮演的角色，我作为拍摄者和它们作为拍
摄对象，都有互动关系。最后，它们的独特性成立于文化环境和历史时期。拍摄这
些空间的照片，对我来说就是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探索。”
德玉堂画廊在此诚挚邀请您参加与九月二十六日晚开幕的展览“空间守望者：康迪
达·赫弗”， 这将是康迪达·赫弗在上海的首次个展，届时艺术家本人将亲临记者见
面会及展览开幕酒会。

Candida Höfer was born in 1944 in Eberswalde, Germany. She was educated at the
Düsseldorf Art Academy where she first studied film under Ole John and thereafter
photography under Bernd and Hilla Becher. Candida Höfer’s work have been shown
in solo exhibitions at museums such as Kunsthalle Basel, Kunsthalle Bern, Portikus in
Frankfurt, and at the Hamburger Kunsthalle. In 2003, she represented (together with
Martin Kippenberger) Germany at the Venice Biennial (Biennale di Venezia). In 2012,
she took part in the renowned Dokumenta 11 exhibition at Kassel, Germany. The
artist has been exhibiting at several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museums such as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New York, the Centre Pompidou in Paris,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Stockholm. Her works are now part of many private as well
as museum collec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She currently lives and works in
Cologne, Germany.
Höfer specializes in large-format photographs of empty interiors and social spaces
that capture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architecture". Her photographs are taken from a
classic straight-on frontal angle or seek a diagonal in the composition. She tends to
shoot each action-less room from an elevated vantage point near one wall so that the
far wall is centered within the resulting image. From her earliest creations, she has
been interested in representing public spaces such as museums, libraries, national
archives, or opera houses devoid of all human presence. Höfer’s imagery has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these depopulated interiors since the 1980s. Höfer groups
her photographs into series that have institutional themes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ones, but the formal similarity among her images is their dominant organizing
principle.
Matthew Liu Fine Arts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first solo exhibition
for Candida Höfer in Shanghai - "Light, Space and Order”, presenting a selection of
her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e recent decade. Viewer shall detect the amazing
harmoniousness in between the interior space and the photographs. ”Interiors have a
natural frame created by the space. In this space light is very important. Interiors
provide structure and order, even if that order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etect. Interiors
reflect beauty and character. Interiors are cultur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made by
people for the use by people and those uses have left their marks on interiors. This
becomes apparent in spaces that reflect specific cultural functions like libraries and
museums. But it is also true for spaces that reflect representation such as palaces.
Interiors are also often very complex. Photography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calm
these spaces and prepare them for contemplation.”
Matthew Liu Fine Arts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the opening of exhibition "Light, Space
and Order: Candida Höfer Solo Exhibition" on 26th September 2014, and the artist will
be attending the opening champagne reception for media from 3pm-5pm and for VIP
preview from 5pm-8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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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简历
康迪达·赫弗

背景
1944年出生于埃伯斯瓦尔德
生活工作在科隆
1964-1968 科隆艺术学校
1973-1982 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个展
2014
空间守望者：康迪达·赫弗个展，德玉堂画廊，上海
波各赛庄园，Ben Brown Fine Arts，伦敦
Yuka Tsuruno画廊，东京
建筑影像，Bisazza基金会，维琴察
Galerie Rüdiger Schötle画廊，慕尼黑
杜塞尔多夫，卢塞恩美术馆，卢塞恩
林茨州立美术馆，林茨
伊娃·普雷森哈伯画廊，苏黎世

2013
回到意大利，Ben Brown Fine Arts, 伦敦
波各赛庄园，索纳班画廊，纽约
杜塞尔多夫，艺术宫博物馆，杜塞尔多夫
康迪达·赫弗：波各赛画廊，波各赛画廊，罗马
Patrick de Brock画廊，克诺克
Early Work，Thomas Zander画廊，科隆
Yuka Tsuruno画廊，东京
曼图亚，民间博物馆，曼图亚

建筑影像，Bisazza基金会，维琴察

2012
土耳其人在德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弗莱堡
室内世界，巴尔摩的艺术博物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Johnen画廊，柏林
女艺术家展，杜塞尔多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Ia919rVSCA)
波各赛画廊，罗马
北莱茵-维斯特伐利亚艺术学院，杜塞尔多夫

2011
Kukje画廊，首尔
Marabini画廊，米兰
Fúcares画廊, 马德里
室内世界，巴尔摩的艺术博物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2010
意大利-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Ben Brown画廊，香港
库恩·马尔维奇，奥尔登堡艺术协会，奥尔登堡
项目：完工，MARCO维哥当代艺术博物馆，维哥
动物园，Rena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费城，图特灵根画廊，图特灵根
项目：完工，安达卢西亚当代艺术，塞尔维利亚
Rüdiger Schötle画廊, 慕尼黑

2009
意大利 第二辑：那不勒斯，Ben Brown画廊，伦敦
意大利 第一辑：佛罗伦萨，Ben Brown画廊，伦敦
空间肖像，美第奇·里卡迪宫，佛罗伦萨
OMR画廊，墨西哥城

那不勒斯，卡博迪蒙蒂博物馆，那不勒斯
Mario Sequeira画廊，布拉格
项目：完工，莫斯布罗西博物馆，勒沃库森
博洛尼亚系列，Marabini画廊，米兰
凡尔赛和巴黎的空间，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科隆
费城，阿卡迪亚大学美术馆，格伦赛德，宾夕法尼亚
费城，索纳班画廊，纽约

2008
照片，汉堡自由艺术院，汉堡
本拉特宫，杜塞尔多夫
巴黎系列，伊冯·兰伯特巴黎画廊，巴黎
近期照片，Rena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Johnen画廊，柏林
Kukje 画廊，首尔
1968年以来的作品，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卡尔斯鲁厄

2007
宫殿，剧院，教堂和赌场，Ben Brown画廊，伦敦
汉堡美术馆，汉堡
海涅昂斯塔德艺术中心，奥斯陆
索纳班画廊，纽约
Pecscheria博物馆，佩萨罗
Marabini画廊，博洛尼亚
Patrick de Brock画廊，克诺克

2006
Karlheinz Meyer画廊，卡尔斯鲁厄
Marabini画廊，博洛尼亚

都柏林，爱尔兰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柏林
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Rüdiger Schöttle画廊，慕尼黑
葡萄牙，贝伦文化中心，里斯本

2005
照片，Rena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无人建筑，大学美术馆，中南大学长滩，加利福尼亚
诺顿艺术博物馆，西棕榈滩，佛罗里达
弗莱博物馆，西雅图，华盛顿
当代艺术学院，费城
艺术博物馆，杨百翰大学，普罗沃，犹他
诺克斯韦尔艺术博物馆，田纳西
谢尔顿艺术画廊，圣路易斯，密苏里
Johnen画廊，柏林

时空, Kukje画廊，首尔
OMR画廊，墨西哥城
2004/2005摄影，克斯特纳协会展览馆，汉诺威
当代摄影博物馆，米兰
康迪达·赫弗：照片，密歇根大道画廊，芝加哥，伊利诺伊
康迪达·赫弗：卡罗·斯卡帕歌剧院，奎利尼·斯坦帕利亚基金会，威尼斯
康迪达·赫弗摄影，OMR，瓜达拉哈拉

2004
图书馆，Ben Brown画廊，伦敦
当代艺术，Alberto Peola，都灵
民俗博物馆，苏黎世
柏林威廉大街44号捷克大使馆照片，基尔美术馆，基尔
圣埃姆拉姆·雷根斯堡宫殿，雷根斯堡

Sonnabend Gallery, New York, NY
索纳班画廊，纽约
Rüdiger Schöttle画廊，慕尼黑
轨迹，歌德学院，纽约

2003
Antiquariat Grundel Gelbert, 科隆
新照片，Rene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Johnen + Schöttle，科隆
Rüdiger Schöttle画廊，慕尼黑
德国馆，第五十届双年展，威尼斯

2002
十二，乔治科尔比博物馆，柏林
阿尔托纳博物馆，汉堡
十二，第十一届文献展，卡塞尔
Karlheinz Meyer画廊, 卡尔斯鲁厄
知识的世界，慕尼黑人类学博物馆，日本
宫殿和印刷博物馆，德累斯顿
图书馆影像，施梅尔/莫泽尔出版社展示空间，慕尼黑
康迪达·赫弗：巴塞尔，艺术论坛，巴塞尔
阅读室二，克雷菲尔德艺术博物馆，克雷菲尔德

2001
照片，Rena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索纳班画廊，纽约
Karyn Lovegrove画廊，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近期照片，Laage-Salomon画廊，巴黎
Hauser和Wirth画廊，苏黎世

照片，罗斯艺术博物馆，布兰代斯大学，沃尔瑟姆，马萨诸塞
十二，博物馆美术学院，加莱
照片，K画廊，奥斯陆
Patrick De Brock画廊，克诺克

2000
Rena Bransten画廊，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Karyn Lovegrove画廊，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Gregorio Magnani画廊，伦敦
自然空间，鹿特丹自然历史博物馆，鹿特丹
1968-1999 Orte Jahre 摄影展，纽伦堡艺术馆，纽伦堡
国家摄影博物馆，哥本哈根
Johnen + Schöttle画廊，科隆
博物馆照片，印刷博物馆，德累斯顿
知识的世界：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
新摄影，Rüdiger Schöttle画廊，慕尼黑
目标影像：物体+创意，当代摄影博物馆，芝加哥，伊利诺伊
Palacio del Embarcadero，桑坦德
Fúcares画廊，马德里
Espais, Visor画廊，瓦伦西亚
MODULO, Difusor艺术中心，里斯本
Fotografien, Produzentengalerie, Hamburg
照片，Produzenten画廊，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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