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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恩·洛因格：

　　街头照片或街头摄影是什么？有许多的定义认为是街
头摄影师。这种定义当然使得它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但我
认为这种定义有局限。它应该有更广泛的含义，而不仅仅
是指在街上拍摄的一张照片。马格南摄影师布鲁斯·吉尔
登如下的话经常被引述，“如果你能够从一张照片中嗅到
街头的气息，这就是一张街头照片”。但这个解释太开放
了。一张显示着荒废小巷里溢出垃圾的垃圾桶的相片算是
街头照片吗？或者说这是城市景观？一张被称为街头照片
的图片里一定需要有人存在吗？摆弄姿势的人像摄影是街
头照片吗？许多自认为是街头摄影师的人总是拍摄黑白照
片，但这有必要吗？
　　　
    这是我个人的关于街头摄影的看法：它应该是黑白相
片（但不是绝对的需要）；它构成了不相关元素之间的
一瞬间景象，或者它试图捕捉一个表情、手势或者对某（
些）话题的态度的特别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是，一张街
头照片应该能够唤起观众某种发自肺腑的回应 – 对图像
中元素的某种共鸣。

    在本书下面的图片中，丹尼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所有条件。当我欣赏他的相片时，我想如果在同一时
间、地点，我也会去拍摄同样的照片。他的十大秘诀让你
拍摄更好的街头照片的章节读起来好像是直接从我自己的
书中出来似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图片显示了他的创作直
觉和他对人类境况与生俱来的敏感。

吉恩·洛因格
www.genelowinger.com
genelowinger.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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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霍夫曼 —
关于我的摄影爱好

1959出生 - 居住在丹麦，维堡

    从14岁的时候开始我已经成为一
名业余摄影师，我拿到了我的第一台有快
门速度、光圈、胶片速度，但没有曝光仪
器的相机。我拍摄的第一张相片是黑白色
的并且是在相馆里冲洗出来的。我不懂得
任何摄影技术，因此这些相片的质量都非常差。
　　　
    为了了解更多相当知识，我从当地图书馆借了一些关于摄影技
术的书籍。这些书籍教会我快门速度、光圈和ISO的重要性。经过
几个月的努力存钱，我购买了一台SLR相机并发现如果我自己冲洗
相片胶卷，花费的金钱只是去相馆的一半，因此我买了一间冲洗底
片的暗房。突然间摄影成为了我的最大的爱好。
　　　
    自从那时起，我对摄影的兴趣开始增加，并且已经尝试了许多
不同类型的摄影，但主要是风景照片与旅行照片。在这段时间里，
我拍摄了一些街头照片，但没有我原先想要的那么多，因为在街上
对人们进行拍摄我心里会感到不舒服。
　　　
    在2011年我开始使用图片分享网站500px.com后，街头摄影首
次真正的引起我的兴趣。在当时，500px.com上有两名非常活跃的
街头摄影师，吉恩·洛因格和托马斯·洛伊特哈德。他们两个都拍
摄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街头照片。
　　　
    我从吉恩·洛因格那学到了“从臀部位置拍摄的风格”，并且
这给了我信心去拍摄更多的街头照片而不会感到不舒服。这让我在
拍摄街头相片时显得非常不显眼。

    吉恩现在大多是在他的博客上写关于街头摄影的文章，这个博
客我每周都会关注。吉恩现在生活在纽约，并且他的大多数照片都
是来自曼哈顿。当我前往纽约时，我非常高兴见到了吉恩。
　　　
    托马斯·洛伊特哈德来自瑞士。他也拍摄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
性的照片，但他前两本关于街头摄影的电子书对我的启发最大。你
可以从他的网站免费下载他的电子书。
　　　
    埃里克·金姆，另一位国际街头摄影师也给了我启发。对
于本书的任何内容，如果你想联系我，请给我写信：daniel@
streetphotography.dk
　　　
    如果你想购买我这本书的实体版，请访问BLURB.COM。
    使用www.streetphotography.dk网站上的链接。

有用的链接
我自己的网站
www.streetphotography.dk
www.danishphoto.dk

吉恩·洛因格：genelowinger.blogspot.com  
托马斯·洛伊特哈德：thomasleuthard.com  
埃里克·金姆：erickimphotogra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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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比姆斯 -
关于我的摄影爱好

　　我个人的摄影方式主要是纪实摄影。
我喜欢拍摄在普通地方做普通事情的普
通人。丹尼尔的相片经常是这样，我发
现自己不时停下来仔细研究 – 探索为
什么它们会吸引着我。当这些照片发表
在那些鼓励讨论的地方时，我总是会发
表评论。然而，我总是马上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有任何优点的评论
者。我只不过是寻找那些我只是随便看看的可能会错过的相片里的
要素，然后继续寻找着。一旦某张图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寻找着
大多数摄影师都会寻找的东西：线条、形状、色调、颜色、图案、
焦点、模糊、角度 -- 试着去理解这些被添加到照片主题的要素 
-- 主题是我主要关注的方面。
　　
　　我曾经在一家美国大公司内部的摄影大赛当过裁判。在那天我
检查的数百张照片中，我唯一记得的一张是：一个面带神秘微笑的
年轻女孩，她的手放在背后，站在几个毫不隐瞒地展示他们手指间
点燃的香烟并有烟雾从他们的嘴里喷出的男孩面前。直到今天，我
仍然怀疑那个穿着无袖女装的年轻女孩背后是否也有一条香烟。那
张照片有着如此鲜明的主题让我一直持续记忆了四十多年。

为什么写这本书？
作者：丹尼尔·霍夫曼

　  当我开始发表我的照片到
500px.com网站上并得到类似“相当好
的照片”、“太好了”等评论时，我
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我非常感谢这
些评论，因为它证明了人们不仅花时
间来观看我的照片，而且还发表他们
的观点。
　　　
　  我经常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名字叫罗纳德·比姆斯的家伙的评
论。罗纳德对我的照片做了非常缜密和深入的分析。这鼓励着我去
重新查看我的照片并且观察那些之前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在我使用的Flickr, 500px或者其它任何丹麦的照片分享网站
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深入分析的类型。
　　　
　  所以我联系罗纳德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对我这本书的街头照片做
评论。当他回复“YES”时，我非常的高兴！
　　　
　  我认为，业余摄影师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爱好，当谈论并观看
照片时，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去谈论“摄影器材和工具”而不是
谈论他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和经历的。
　　　
　  因此这本书我想传递的信息：“多些谈论照片，少些谈论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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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多些谈论照片，少些谈论器材”
照片 丹尼尔·霍夫曼

评论与分析 罗纳·比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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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等火车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意大利，莱科

评论：罗纳·比姆斯

    照片中右边的两个人对左边的人在做的事情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其中左边的一个人在阅读报纸，
而另一个在用手机发短信。两个观察者的表情暗示着他们不赞成他们所看到的。图片中没有表明这是为
什么。左边的两个人都沉浸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中。另外两个人在视觉上则有些多管闲事了。那个拿着大
张的、打开的报纸的人被他所看的内容吸引住了。另一个拿着小张的、合上的报纸的人则有点恶意的盯
着他，可能是不赞成另一张报纸的编辑方针。戴着围巾的可能觉得身体有些冷，如同当时的温度，而且
不赞成那个正发短信的女孩的衣着与她不受冷天气影响的情况。我觉得这张图片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可以
从中发挥很大的想像。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当我和我的家人在意大利科摩湖度假的时候，我们决定去米兰一日游。我们驾车到最近的火车站莱
科，并坐火车去米兰。由于在火车出发前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我决定利用等待的时间去拍摄一些街头照
片。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有两个男人，一个年轻的和一个年老的，正站着分别阅读手上的报纸与杂
志。年轻的人以一个非常滑稽的方式将他的公文包夹在两腿之间。在他们前面是两个正坐在长凳上的女
孩。我从不同角度拍了4-5张这个情景的照片，但我认为这是其中最好的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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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在台梯上玩游戏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这幅作品中严重倾斜的水平线把我的注意力带到了两个主要的物体上。图片里对应的严重倾斜的水平线将目标
对象锁定到一个紧凑的框架里，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正是你所计划的地方。右边的黑圆圈重复着这两个男孩
的形状与肤色，而那两个锁圈为此添加了一个有趣的对比。男孩的大腿和手臂的角度强化了图片中突出的一系
列角度与线条。他们的鞋子则说明了照片中基础的‘角度’场景和右边一对与左边一对的直接对比，从而捕捉
到一个有趣的视觉张力。男孩脸上专注的神情表明一个典型的青少年对电子游戏典型的迷恋，暗示着所有年轻
人（男孩）的共同活动。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我刚刚经过这两个在台梯上玩游戏的男孩，于是我转过身，拍下这张照片然后继续向前走。他们是如此全神贯
注于他们的游戏，我甚至认为他们没有注意到我对他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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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牵着狗在街上相遇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埃伯尔措夫特

评论：罗纳·比姆斯

两只小狗都用力拉着绳子来触碰鼻子，笑嘻嘻的狗主人正阻止它们，这为你的图片带来了张力。如果这件事变
成任何一种类型的“斗狗”，图片中间的先生则似乎正准备仲裁。我喜欢你这种代入站在被太阳照射着的围栏
中间的“观察员”的方式，然后重复着他背后阴暗尖桩里的设计，尖桩被放了在可能会是屋顶的地方上，这似
乎有些放错位置了。右边的小狗尽管努力地向前拉着绷紧的皮带，却遇到了更谨慎，也许有点害怕的小狗。你
捕捉到了各种正方形、矩形、圆和线条，将你的图像塑造成一个整体。较大的阴影区域压制着你构图的一部分
并有助于让我注意到图片场景中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那两个男人伸进口袋里的相反的手，放得都不是很深
入，这为他们之间增加了轻微的联系，似乎给他们建立了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垃圾箱上的图形酷
似它旁边那个男人伸出的手。这似乎有些微妙的幽默？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照片是在等待我的妻子结束购物的时候，在埃伯尔措夫特的一家商店外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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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遛狗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图中所有主要人物的步伐移动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你选择以狗为基准的低角度镜头，从而突出了他们的行进动
作。这只狗与一位男士都朝着同一方向看过去，大概是直接看向照相机。这给了你的照片额外的冲击力，它猛
然的将我的注意力拉到相同的低角度并注意到照片的构图。那个最靠近动物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只与她身上连衣
裙的图案完全不同的钱包，并带出了一个关于时尚的小小问题。这位女士手里拿着一条系狗的皮带，她用一条
特殊的围巾包裹着这只狗的颈部，这强烈地暗示着这只动物没有经过皮带缠绕方面的训练，很可能表明这位女
士经常控诉她被迫用这些东西缓和这只狗突然间不当行为的冲击。一位男士正戴着有线立体声耳机而一位女士
正在打电话，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人。所有的背景人物正步行离开，彷佛他们要退回到虚无。那些建筑上一成
不变的垂直线条提供了一个简陋的背景，这反映了纽约市臭名昭著的冷漠和缺乏参与度。图片讲述了一个大城
市的画面。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当这只狗走过时，我正坐在人行道边设法拍摄一些低角度照片。这只狗的主人看到我正在拍照时她对我笑了
笑。我想她很高兴我对拍摄她的小狗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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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深夜里的讨论”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正讨论着一个严肃的话题。旁边的“Roasted Nuts”标志
与这边的三人组没有关系，但仍然为照片增添了一丝幽默。我甚至把那个正斜靠着的男士上方
的“Titan”字当作他热情的象征。你的图片里有很多有趣的元素。而且这张照片的曝光也是完全正
确的。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照片拍摄于晚上11点，时代广场拍摄旁。休息中的两位摊主正在深入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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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宝贝，来这里！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坐在前面并做着手势的那位男士可能正在讲话，因为那位女士似乎对他作出了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这暗示着
那位女士与他进行着舒适地交谈。而在她前面的门口旁边的那个人感到不耐烦，甚至可能有点厌烦。图片中
央的人物正坐在看起来是临时凑成的代用品上，而且手上拿着一些合上的好像不是特别喜欢的阅读材料。那
位女士的鞋子特别有趣，因为这双鞋让这位女士的身高增加了几英寸。照片上有许多事正在发生，并且展示
了照片中人物之间的许多互动。我觉得它们都很有趣。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照片拍摄于曼哈顿。我喜欢这张坐在消防栓上的男人向站在门口的年轻女士呼喊的照片。直到我收到罗
纳的评论，我才发现她后面的男人正不耐烦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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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爷爷推着婴儿车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米兰

评论：罗纳·比姆斯

你这张图片带点温和的讽刺之意。那位老年人正引导着婴儿车里的婴儿，两个肩上挂着包包的女人匆匆走
过，像是疯狂的购物者或可能是办公室职员。最靠近建筑的那个女人的图像映射在窗户上，她隐约地注意到
另一面看不见的一位女士的映像，那位女士可能站在路旁并面向这条路的另一边。你巧妙地摆放着她的位
置，使得其它建筑映射在窗户上并清晰地突出了大城市里的一条街道。你的相机稍微向左斜并造成了一组与
移动中的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斜线，很好的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动态效果。这个男人的脸是唯一清晰可见的。这
有效地挑选出他的有些严肃甚至可能是厌烦的表情，这与他自己正参与其中的照顾孩子的动作完全不符合。
我觉得这挺有趣的甚至是令人费解的两部分，同时也激起了我的兴趣。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我假设推着婴儿车的人是一位正带着他孙子出来散步的爷爷。当忙碌的商人、女人与年轻的学生们经过他
时，他慢悠悠地走着，似乎他有足够的时间。对我来说，这张照片是孩子为什么爱他们的祖父母见证 - 他
们有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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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酷不列颠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在自行车上的时装人体模型在如此一个明智的位置上被直观地演绎与展出，这个毫无生气的人物却有着足
够逼真的元素，只有不明显的映像与窗口的右下角的文字提供了这只是一个橱窗场景的正面证明。那个男
人两腿交叉，左手拿着一个可能是啤酒的罐子，带着醉醺醺的表情站在那儿，与橱柜陈列的幸福世界形成
鲜明的对比。他手上没有戴着结婚戒指，给他的寂寞增添了强有力的要素，也说明了他的孤独是什么。这
些并列主题的照片类型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但这张图片里那个男人脸上的表情让你的图片变得特别。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我拍了在一个“酷不列颠”店前孤独的正喝着啤酒的男人的照片，希望展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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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嗨，你好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由于这座城市粗野与粗鲁行为的声誉，窗户上“New York”的字体与那个男人脸部的表情、动人的眼睛融
合在一起，组合了成一个险恶的表情，他的身高与体积则证实了这一点。他带着近乎威胁的的表情似乎想
笼罩着那个女孩。女孩看着他的眼睛并清晰地看到他的目光聚焦在哪里。她的短裙和赤裸的肩膀都很适合
温暖的天气与不带性暗示的感性。那个男人夸示着他口袋里的一只便宜的笔与一只肩膀上披着的松散领
结。这个年轻的女人看上去很特别。那个男人看起来很普通。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是在时代广场附近拍摄到的一张幸运的照片，照片里一个穿着漂亮裙子的年轻女孩被保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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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在纽约的爱情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哇，你这张照片展示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这对我来说，表明了在这一时刻，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中
心。在他们右边那个穿白衬衫的男士对此用他自己的愉悦表情作出了反应。拿着微型相机的那位女士几乎做
着使用这些设备的用户普遍要做的事 – 她是如此专心于即将被拍成照片的目标上，这照片是如此平常以至
于她会很快从相机内存里删除它。与此同时，她专注地使用着她的微型相机，这使得她对吸引了你注意力的
两个互相拥抱的人和站在他们旁边的家伙无动于衷。通过直观地记录着繁忙的人行道中间的一对情侣，你将
他们从周围所有人中抽离了出来。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通过拍到图片中背景高楼的顶端来捕捉时代广场的氛围,对我来说尤为重要。

26



27



标题：微笑，宝贝，笑一个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那个正被抱着的卷发婴儿是可爱的，拿着手机的那个家伙脸上的表情非常有趣。然后同样的，图片给人
一种神秘的感觉 -- 为什么正拿着两个杯子的人看起来很无聊或差不多是这样，而其他人则看起来精力
充沛、活力十足？此外，米老鼠向谁挥手？这很有意思！！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各种各样盛装打扮的人充斥着整个时代广场。在这里仅需要花费两美元就可以与你最喜爱的卡通人物一
起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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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正在打电话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妙极了。通过靠近目标并使用广角镜头，制造出三个人在亲密讨论的情形，其中两个人正进行愉快的谈
话，另一个则正在发短信 -- 这两个人穿着休闲装且玩得很尽兴，另一个穿着西装的人则带着与愉快相
反的表情。但是等等！背着背包匆匆经过的那个男孩则在打电话。那个女人的脸蛋与男人的手势使其成
为了一幅扣人心弦的的图片。图片中的活动范围为此增添了不少乐趣。真的很不错。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我在我们旅馆外拍了4-5张照片，在这个地方，这个商人停下来打电话，但当这对快乐的夫妇经过时，我
才拍到了我想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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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那只眼睛正看着你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可能这只眼睛感受到那些纸盒旁边展示的，形状类似于它自己的圆形图案的威胁。这张照片很好笑，因为
你通过没有脸蛋与“这只眼睛”争锋的方式构成了这幅图片。聪明且有洞察力。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在唐人街，我注意到衬衫上有一只大眼睛的男士。突然，他低头往下看，我拍到了这张非常棒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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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不要给我拍照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右边的年轻人对那位拿着手杖的男士有着几乎过度的兴趣。这个男人强健的体魄、处于图片前面与中央的
位置、裁剪了他小腿之下的部分，这些都有助于增强图片效果。这样的技巧突显了这个即将逼近的人物，
用一个视觉上占主导地位的姿势来展示他。左边的小伙子挺直的站着，与面向同一方向的其他两人形成对
比。他们似乎成了你照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其他人物完全没有参与到这里面时，他绷紧的身体几乎
突显了他的恐惧感。背景里的一群人，他们的动作对于照片来说不是主要的，为别人对这一系列的矩形方
块和线条形成的一个空白区域增添了视觉上的兴趣。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照片是在伦敦地铁站拍摄的。直到我回到家并在电脑上看到这张相片，我才察觉到这位男士直接看向
我的相机，因此他一定看见了我拍摄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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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手机”摄影师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人，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但他们显然做着相同的动作，这很了不起。甚至他们的身
体也以同样的方式弯曲。图中第三个人则好像对其中的一个人感兴趣。背景中的一个家伙似乎对这另一人感
兴趣。我看到了一双鞋子，表明了这第三个人似乎是与其它人在一起的，但这并没有转移这家伙似乎对正拿
着手机拍照的摄影师的兴趣。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照片。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照片是在塔桥上拍摄的。我觉得那个长着长胡须，带着头巾的男子是一名非常棒的街头摄影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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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幽灵正追逐着男孩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 奥尔胡斯

评论：罗纳·比姆斯 

这两个男孩与幽灵，身体向同一个方向倾斜，使这三个人形成引人注目的斜角运动，而倾斜的邮筒，特别是灯
柱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一点。那些男孩开始与那个高大的穿着半透明白衣的人物进行战斗。尽管这些人物出现在
白天，但幽灵黑色的眼睛使其增添了一丝阴沉的感觉，给你的照片添加了额外的恐怖元素，定下了一个黑暗色
调。幽灵的一只手正往回摆着，看上去相当恐怖，为你的人物增加了额外的尺寸，由于戏服下面的两条高跷提
供一个飘浮的氛围，让这张图片有一些特别。你选择在视线水平进行拍摄。这增加了幽灵的飘动程度而且这是
一个完美的视角。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马戏团来到小镇里，大约距离马戏团的表演场地100米的地方，有一顶小帐篷，提供给不同表演者当作换装室
用。这只幽灵出现在帐篷外面并走向马戏团的表演场地。图中的两个男孩正追逐着这个幽灵，他们喊叫着，戏
弄着。突然那只幽灵转过身子并开始追逐着这些男孩，并在这一时刻，我按下了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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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妈妈，快点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捕捉到一个非常棒的瞬间面部表情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成就。而你捕捉到了两个！那一对站在女士商店外向里看
的男子很特别。那位男孩将手伸到那个男人的背后，为这两人建立了一个真实温暖的联系。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个男孩与他的父亲正在一个女士服装店外面耐心地等待了好长一段时间，等着男孩的妈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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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它是这样的”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这两个相对着的人的表情是愉悦的。那只举起的手与张开的嘴佐证着那个人所说的话。另一位将手放在他
背后的人身体向前倾斜，他的脸上呈现出友好的微笑，都显示出他同意并对那个人所说的感兴趣。窗户上
的映像很好的确定了他们说话的地点。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两个朋友正在伦敦的一间咖啡馆外进行着愉快的谈话。你可以从图片的右上角看到我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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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送披萨?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兰讷斯

评论：罗纳·比姆斯

很好的处理。这两个人拿着他们的披萨在人行道上匆匆走着，与他们后面墙上所画的腿部运动完美地匹配
着，非常地巧妙！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在这些有趣的人走过之前，我已看到这墙体艺术并在此等待了约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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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同时做着多件事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伦敦

评论：罗纳·比姆斯

真是一张令人愉快的照片。这位妇女正拿着她的书与看起来像手机的东西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图片中最
右边的男孩几乎活过来了似的，并向外面那位对其它东西不感兴趣的妇女挥手。这是多么美好、幽默的一幕
啊。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位靠在商店窗户的女孩正在阅读她的书，同时也在用手机发短信，而且我认为她的映像与商店里的陈列很
好的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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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帅哥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奥尔胡斯

评论：罗纳·比姆斯

从图片上看，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位男子是双胞胎：头发、口袋里的手、表情、太阳镜、裤子或是前进的动作。每
个人似乎都调整着步伐使之与你的主体人物保持一致，其中一个人甚至以同样的方式拿着他的咖啡并戴着类似的
眼镜。那两个交叉着手并肩走的，有着几乎完全一样的头发的女士是多么有趣啊。在最右边，男人与女人都转
过他们的头，尽管他们面对的方向相反。你的照片展示了值得花一些时间来观看的正列队行进着的人物。谢谢。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我发现这两个家伙正走在街道上，并觉得他们时髦的着装与相似的脸蛋会是一张有趣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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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张与众不同的脸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评论：罗纳·比姆斯

这张图片让我情不自禁停了下来。你聪明地把摊贩摆在合适的位置，因此你突出了她的吊秤 -- 从而替换了她
的头部与脸蛋，为一件普通的事情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图片中也有三个在同一角度的低着头的男士，尽管他
们是面向不同的方位。这位女士衬衫下的菱形总体上与各种各样的水果与蔬菜的圆形外表形成对比，除此之外
那两个弧形曲面很好的补足了吊秤的圆度。这个有意思的处理做得很好。

评论：丹尼尔·霍夫曼 

这张相片拍摄于纽约唐人街，这只是为我的假日专辑而拍的一张普通的旅行照片。当你拍摄了大量的街头照
片，有时你运气会很好从而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图片中那个秤的“脸”已经替换了这位
女士的脸，这让这张照片相当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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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十大技巧
让你拍摄更优秀的

街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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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相机放在臀部位置拍照

把相机放在臀部位置拍照是拍摄优秀的即景街头照片最重要的方法。

将相机的吊绳挂在你的脖子上并让它位于你的胃部（最适合水平摄影）或者携带着相机让其靠在你左边或右边的
臀部位置（最适合垂直摄影）。这意味着，你可以不用看着相机取景器来拍照了。

当然，开始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练习，但是它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我认为使用16-24毫米的镜头就很好了（24-35
毫米 全画幅）。我喜欢将我的左臂扶着相机并用拇指按下快门或者我使用夹克口袋里的无线遥控器来控制。你可
以通过向后倾斜来控制相机的垂直角度。为了在精确的角度拍摄到完美的照片，在向后倾斜的时候我喜欢一直保
持着快门的按下状态。在臀部位置拍照的方法提供了一个较低的摄影视角，我不认为这会有问题并且这本书里大
部分的照片都是使用这种方法拍摄的。

这张照片是在臀部位置拍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皇后区，温度上升到40摄氏度（华氏104度）并且许多人使用雨
伞来防晒。 

标题：防晒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皇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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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距拍摄

在我看来，街头摄影是拍摄人们每天做日常工作的即景照片 - 通常使用广角镜头拍摄黑白照片。为了做到这点，
你必须非常靠近你要拍照的人。

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成员和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
而我则说：“如果你的街头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

由于大量地不断走动的人还有城市的噪声与交通，在一座大城市里近距离地拍摄照片通常不是问题。在旅游区更是
容易近距拍摄，因为人们在旅游区拍照已习以为常。

为了在安静的地方进行拍照，检查你的相机是否有静音模式会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按下快门的声音可以会被目标人
物听到。我的相机有静音模式，但事实上我并没有用到它，因为我认为街道上的与人们的嘈杂声足以掩盖快门的声
音。

这张关于一位妇女在曼哈顿的街上售卖帽子的照片，使用了在臀部位置拍照和你可以看到的在相当近的距离进行拍
照的方法。

标题：纽约市卖帽子的人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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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海报或者有趣的背景然后等待...

你可能会注意到一张有趣的海报，壁画或是其他类型的背景，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可以被用来作为优秀街头照片的基
础，就像下面的例子中穿着考究的年轻女子的海报。

窗户上的展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等待着一个有趣的人经过这里有几分钟了。这位年老的女士在助行器的帮助下慢
慢走来，于是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来展示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对比。在我拍照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那位女士正在
查找“额外的天然矿物质”？！这真是件幸运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它完善了我的照片。

除了使用这位年老的女士作为照片主题，我也可以等待着一位类似海报上的女人的穿着讲究的年轻女士经过，或者
是等待一位转头看着海报上的女人的男士经过。

另一个使用背景的街头照片的例子，你可以回到本书的43页并查看“送披萨？”那张背景是墙上有绘画的照片。照
片的背景也可以是地上的图案或条纹，例如向下看着人
行横道。

标题：可能我需要一些“额外的原生矿物质”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奥尔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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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行紧凑的剪裁

关于摄影有一条老规则：当你看着取景器时 - 看看取
景器的四个角，如果你没有看到什么重要的东西，那就
再靠近些。

这条规则当然可以被应用，当你照完相后，只需要使用
电脑软件进行裁剪，正如我这里所做的（右边是没有剪
裁过的照片）。

我看到这个女孩在街道的另一边快速地走着并且手里拿
着一把钥匙，戴着MP3或者手机的耳机，目的明确地走
着。我推测她正听着歌。在她经过墙上的涂鸦与自行车
前我正等着拍照，因为我认为这对于街头照片来说是个
很好的背景。

我的时间不多，所以我拿起相机并把相机放到臀部位置
来拍照，我没时间去调整焦距。这样的结果是，照片前
景有过多的墙壁与街道，所以我将照片剪裁并得到一张
主题突出的图片。

 

标题：通往音乐的钥匙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丹麦，兰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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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让你的照片可以讲故事

如果你的街头照片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是非常棒的，传达一条消息或者信息，或使观看者会心一笑。在我看来，使
用一个简单的构图是最好的做法。 

这张照片是在布鲁克林拍摄的，当那位妇女正拿着手机交谈并经过这里时，我注意到那位男士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地
站着，他的手臂向后放着且他的胃向前凸起，好像他试图立正来吸引她的注意。在这位女士经过他之前，他直视着
她，这时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标题：在布鲁克林看向一位女士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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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光线不足时使用高ISO拍摄

不要害怕在低光线的情况下拍摄街头照片，因为对于现代相机来说使用高ISO来拍摄并不是问题。通常情况下，城市里的背景
灯光足够用来拍照，并且可以提供非常棒的光线与极好的阴影。

我发现使用高ISO拍摄出清晰的仅有一些噪点的照片比使用低ISO拍摄出不清晰的没有噪点的照片要好得多。

当你在景区时，你经常被那些试图向你推销东西的人打断。它可能是询问你是否租借一辆自行车，看一场戏剧表演，或是像下
面照片所示的访问某家餐馆。我是这样做的：告诉他们你将会为他们拍摄一张带有广告标志的照片因此你可以记住餐馆的名字
与电话。这正是我对那位年轻人所说的，于是他停下来，一动不动站在广告标志旁并直接看向我的相机，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标题：标志持有人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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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街头摄影可以在任何公共场所进行

记住了，街头摄影不仅仅是在街头拍摄，而且可以在任何公共场所进行。你可以在海滩，火车站，艺术展，足球场或是这里所
示的公园。

这张照片是在中央公园拍摄的。第一眼我就注意到这两位坐在长凳上休息的年老女士。突然一位跑步者停下来伸展她的腿。我
认为它完善了我的照片且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一个关于人们在中央公园做什么的故事。

标题：在中央公园休息、阅读、跑步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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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征得许可后再拍摄街头肖像照片

通常情况下，我更喜欢人们的抓拍照片，因为这样的照片可以将他们的动作自然展现出来。差不多我所有的街头照片都是使用
这种方式拍摄的。但有时我想拍摄街头肖像照片，因此在为他们拍摄照片时，我会友好、礼貌地向目标人物征得他们的同意。
我发现如果我向他们解释为他们拍照的原因会对我的拍摄有帮助，比如：“你胡子很酷”或是“我是一名游客，正记录着这座
城市的生活”然后我通常会得到“可以”的回答。

有时我不得不说服目标主体让我拍摄，因此我告诉他们我会将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们。我给他们带有我联
系信息的名片并写上我刚拍好的照片的序列号并让他们将照片的序列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我会发照片给他们。之后就需
要他们记住这件事了。当你发送照片时，你不需要发送全分辨率的照片，我建议最大1024像素低分辨率的照片。

我征询这位自行车出租的男士是否可以为他拍摄一张街头肖像照片，在没有询问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他拿着他的广告标志并将其
放在他旁边的地上，微笑地看着相机 - 我拍到了想要的照片。

标题：自行车出租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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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直线、曲线、图案与几何图形

如果你在你的街头照片中使用直线、曲线和图案，你可以创造出更有趣的街头照片。大厦、墙壁、楼梯、人行横道等等，都可
以给你的街头照片成为一张很棒的构图。街头摄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的照
片“Hyeres, France 1932”。

这是我在纽约市唐人街拍摄的照片，我使用了楼梯来创建一幅斜线构图，指向着那位男士。这张照片不是使用从臀部位置拍摄
的方法拍的，大概这是我设法与他进行目光接触数秒钟的原因，此时他正试着将他的打火机放进他的口袋里。

标题：在唐人街的吸烟休息时间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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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照片转成黑白色

伟大的加拿大摄影记者特德·格兰特曾经说过：“当你为人们拍摄彩色照片时，你拍摄的是他们的衣服，但是当你为人们拍摄
黑白照片时，你拍摄的是他们的灵魂”。

在我这张穿着红白色衣服带有“Gray Line”标志的推销员的照片里，我明白了特德·格兰特所说的确切意思。

我曾经思考了很多为什么我把几乎所有我的照片转成黑白色的原因，这只是
因为我喜爱黑白色的摄影风格。我喜欢它的基调、美丽的阴影而且我认为使
用黑白色让它更容易讲一个故事或是传递一条消息，因为你不会被照片的色
彩所迷惑。 

我在暗房里冲洗出自己的黑白照片，由此开始了我的摄影爱好，且对我而言，
在这个数码时代，我很难说出暗房的魔力对我现在的工作有多大的影响。 

那位“Gray Line”推销员，当他用手机与他的客户交谈时还试图向我推销巴
士之旅。我站在非常靠近他的地方，这点你可以从由于采用相机放在臀部位
置进行拍照的方式而拍出的照片的低角度镜头分辨出来。

标题：你好
照片：丹尼尔·霍夫曼
地点：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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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额外的街头照片：
标题：现在有更多商品正在出售
地点：纽约市 
           
我注意到这位穿着考究、工整的女士正坐着，在她的头顶上则有一
个“现在有更多商品正在出售”的标志。我发现这很有趣的因此我
拍下了这张照片...

标题：孩子们正看着泡泡机推销员
地点：纽约市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站在曼哈顿的一个街角的一名泡泡机推销员
吸引了两个小孩的注意力，希望他们会向他们的妈妈（背对着他们
的女士）要钱来买一台泡泡机。

标题：“这是我的玩具车 — 这是我的娃娃”
地点：纽约市

在纽约市繁忙的一条购物街上，这两家人碰到一块展示他们刚买到
的东西。两个孩子都对他们的新玩具很爱护。

标题：与街头清洁员说笑
地点：纽约市

这两个建筑工人正逗弄着街头清洁员并与他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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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街头照片在中国

77



2013年六月，在我完成并出版了这本书英文版的一个月后，我和我的家
人去中国旅游了9天。

首先 - 感谢所有在中国的美好与善良的人们。无论我们去到哪，我们都
可以遇到友好与微笑的人。游览你们美丽的国家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
我会再来中国参观的。

一位你之前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也会是一位朋友
在长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作者与这位长寿老人相遇

尽管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浏览旅游景点，我仍有一些时间进行街头摄
影。在接下来的页面 - 我会给你展示一些我主要在北京、蓟县及长城附
近的一个小村庄拍摄的街头照片。

作为一名街头摄影师 - 与我在欧洲习惯使用的方式相比，使用如此截然
不同的方式去为他人拍照是多么奇妙。如果你想为一个中国人拍张街头
照片 - 只需要微笑并询问。当然与我交流的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英语，而
我也不会说中文。 

因此在我说着英文的同时我做出指着我的相机，再指向我想要拍摄的人
的手势。如果他们不想让我拍照就可以摇头或在他们面前摆手。
        
                           
                                    这位街头摄影师正在拍摄

     
                                                                                       

当我向这些友好的人们
询问是否可以为他们拍照时
没有一个人说不！

一位自豪的母亲与她可爱的
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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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当我来到歌剧院前拍了一张照片时，一些清洁工人正在这座建筑
前清理水上的垃圾。我拍了一些照片。我认为这张是最好的，因为这三个人分别在不同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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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照片，我首先注意到右边这位戴着帽子拿着手杖的老人。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棒的街头照片角色。他停下来查看他的
挂包。与此同时，一位男士与两位女士停在我前面。他们几乎清空了一位女士的手提包，因为他们找不到他们想要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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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穿过北京的老胡同时，我看到这四个男人正在一所房子外畅谈并过得很愉快。我拍了一张照片，挥着我的手并对他们
说谢谢，然后继续走着。

81



这张照片是在长城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拍的。那个戴着眼镜，将他的烟斗分享给村子里的当地人的男人是一名游客。尽管因为语
言不通他们不能交谈，但当他们分享着烟斗时，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一起欢笑并过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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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玩耍时，他们有时会作弄对方。这正是这两个男孩在北京的一条街上做的事。那个跑到照片右边的女孩正试图从这两
个男孩手中把球抢过来，但她并没有成功抢到球，因为每当她靠近球时，其中的一个男孩就将球抛向另一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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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工人正在恢复北京市中心一个胡同的一座老建筑。我认为与建筑工人一起的白色大块建筑材料和正骑脚踏车的人对街
头照片来说是个很好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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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蓟县的一个市场街。这条街上有许多类似照片所示的露天商店。我征询这两位店主为他们拍摄一张与他们店铺
一起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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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在这里你能够从1：750小比例尺的地图模型看到整个北京。我上到二楼拍了一张有一个
人的地图模型的照片。我喜欢这个男人手靠后背站在地上的放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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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时我想拍摄一张北京天坛的清洁女工的照片。她正沿着围栏打扫。我喜欢她的帽子与她沿着围栏的扫帚和簸箕并认为这
将会是一张有着非常棒的线条与构图的好照片。
当我正等着她走近时，这对年轻的游客夫妇站到了我和清洁女工之间 - 我意外地拍到了一张有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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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街头摄影师，我喜欢人们戴着帽子与这张图片中的防尘口罩，因此在紫禁城的这个男人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人物角
色。与此同时，有两个男孩正同时与我进行着拍照，我认为这完善了我的照片。之后在我为一期街头摄影杂志撰写一篇文章
时，这张照片被用作封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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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798艺术区。对于街头摄影师来说艺术区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发现许多展览、各种形式的
艺术及类似这样的街头画家。在中间的这对夫妇正等待着画家为他们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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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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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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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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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购买我的实体书

                 

通过下面链接查看

streetphotography.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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