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意老爸

年轻的副校长与她的玩具大学
画面中的建筑是我拍摄的苏黎世大学的模型，我通过

后期技术将它放置在真实的环境中，看起来就像是安

排好的玩具房子。在制作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突然有了

一个想法，要将我的二女儿米拉放置在这个场景中。

光圈：f/5.6，快门：1/500s，焦距：35mm，ISO：100

今典欣赏

创意老爸
俏姑娘

John Wilhelm 的创意合成摄影
摄影/约翰·威廉（©John Wilhelm）  采访、文/Demi

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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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领域的“图片客”

现年45岁的John Wilhelm是瑞士某大学的技术总

监，虽然是IT男，但他可不是技术宅。除了对电脑各种

软件无比精通之外，他还是一名极具创意和幽默感的

摄影师。

1970年，Wilhelm出生在瑞士的温特图尔。他的父

亲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发烧友，并且创办了至少两个当

地的摄影协会。Wilhelm从小就是在一个充满照相机、

镜头、暗房、摄影杂志的环境中成长的。起初，他并

没有对影像的创作过程产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事情

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当Wilhelm捧起他人生中的第一台

数码相机时，摄影在他眼中也逐渐变得有趣起来。从

此，Wilhelm开始了个人漫长的摄影之旅，在这场盛大

的旅途中，他更换了许多摄影器材，尝试了各种摄影

技术，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并形成了现在独特而幽默的

作品风格。

2011年2月，Wilhelm决定在摄影上进行更多的跨

界尝试，于是他开始学习Photoshop。“这是我做过的

最棒的事情。虽然我不是一名专业摄影师，但是我有

一个专业的态度，并且我认为我能提供专业的作品

与专业的可靠性。”Wilhelm称自己是一个“图片客”

（Photoholic），他解释说：“因为我爱这个工作的模式，

从Lightroom到Wacom数位板，再到Photoshop的处理，

最终诞生图像作品。我真的没有能力戒掉这种对图像

的热爱，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会超过两三天不碰这些”。

一个奶爸三个娃

Wilhelm是一位脑海里充满了超现实主义幻想的

摄影师，但他更是三个女儿的父亲，如今他与女友

朱迪思（Judith）以及他们的三个女儿箩（Lou）、米拉

（Mila）、尤娜（Yuna）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幸福

且充满欢乐的大家庭。

喜欢摄影的他以家庭为核心拍摄了不少照片，而

他更是影像合成大师，Wilhelm通过各种后期图片制作

手法把家庭照片变得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他用

奇幻的视觉表现手法，让三个女儿在镜头里飞天遁地、

荒野冒险，不仅与动物谈心，还能施展魔法和化身小

英雄，好玩又可爱。老爸创意无限，女儿们亦充分配

合，娇俏无比，构成了一幅幅幸福生活的写真照。

“虽然照片看起来很有趣，但想让孩子们与一个

摄影师进行配合，这一点非常困难。你必须要有一个

正确的引导方式，使她们自己产生兴趣，参与其中，这

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小秘诀，就是适

时准备一些甜食、糖果以及游戏作为奖赏。”

Wilhelm的照片是超现实主义且不拘一格的。当被

问及他是哪来的这么多奇思妙想，他回答道：“我猜是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了太多的电视，玩太多电子游戏的

原因。我非常幸运，我是在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家庭长

大的，现在的许多灵感都来源于儿时的记忆。”

非一般的PS神技

对于Wilhelm 来说，图像是一种内心的想象，是一

种意念的结合及表达。他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奇幻色

彩，显现出更活泼、更具生命力的张力，令人印象深刻。

Wilhelm的合成创作不只局限在家庭摄影，他的

朋友们也会常常入镜，还有哪些可爱的动物。“我从小

生长在一个有很多宠物的家庭，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动

物园。所以我对动物总是有着独特的感情。”他擅于

把各种各样的动物和风景结合在一起，以自己独特的

方式创造合并出来，幽默的想象力以及拟人化的处理，

为这些超现实观感的图片更添加了一层戏剧性。尽管

“荒诞、诙谐”，却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再配合恰到好

处的后期特效处理，使整个作品完美地展现出超凡的

想象力。

“我的大多数图像都会进行较大动作的改造，但

不是所有都是合成的。也有一些作品是直接从相机导

出，只是进行画面的基本修饰，例如美化、清理、修

正、锐化、颜色和色调调整等。可是我真正热爱的，

是把不同的图像融合在一起，来创建一个全新的时

空。”Wilhelm解释他的后期处理技术。“我热爱摄影，

他总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奇幻的色彩和无限的乐趣，

特别是后期合成技术介入后。我对此已经不仅仅是热

爱了，更多的是痴迷，所以我称自己是一名‘图片客’。”

约翰·威廉（John Wilhelm），瑞士

创意摄影师/数码艺术家

作品网站：https://500px.com/horazio

瑞士摄影师 John Wilhelm 的超现实摄影充满创意，他通过丰富的想

象力和高超的摄影以及后期合成技术，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奇幻的童话

世界。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他拍摄自家宝贝的系列，搞怪的大女儿、

总是陷于沉思的二女儿、天真卖萌的小女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

进这个可爱的家庭，欣赏这些妙趣横生的作品。

意面时间
这是我最成功的图片之一。尤娜坐在一把高背椅子上，头上扣了

一个碗，画面中的意大利面是我使用Photoshop后期添加上去的。

光圈：f/5.6，快门：1/500s，焦距：35mm，ISO：100

庆祝Facebook获得
30000个赞
这是一幅“感谢图片”，为

了纪念我的Facebook获得了

30000个赞，画面中的沙雕

是我用ZBrush软件绘制出来

的，并使用Keyshotand软件

进行了最终效果的渲染。

光圈：f/9，快门：1/125s

焦距：14mm，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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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的洗衣日
这是我在伯尼尔自然博物馆拍摄的立体模型场景，我将我的女儿米拉与它合成在一起。

光圈：f/8，快门：0.6s，焦距：24mm，ISO：100

妈妈！爸爸在这！
这是瑞士伯尔尼自然博物

馆的立体模型场景，我将女

儿箩放置其中，并替换了场

景中的背景画面。

光圈：f/8，快门：1/160s

焦距：24mm，ISO：100

喂养一只臭鹈鹕
我常常在我的孩子们洗澡时候为她们拍摄照片，这时我会在照

片中加一个鹈鹕，通常是我之前在自然博物馆中拍摄的。如果你

感兴趣，在我的YouTube上有制作这张图片全过程的视频。

光圈：f/8，快门：1/160s，焦距：24mm，ISO：100

为圣·尼古拉斯节做准备
我制造了这样的图像作为一个虚

拟的圣诞卡片，这个麋鹿宝宝是

我在圣·加伦大学自然博物馆内

拍摄的。我经常会在博物馆内拍

摄一些动物，以备不时之需。

光圈：f/5，快门：1/640s

焦距：24mm，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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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女孩
当我的大女儿箩学会了攀爬我家的门框，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光圈：f/8，快门：1/160s，焦距：24mm，ISO：100

晚餐准备好了（右上图）

我常常为我的孩子做鸡蛋饼，她们和我一同烹饪过后厨房就成了这个样子。

光圈：f/8，快门：1/125s，焦距：16mm，ISO：100

祖母的起居室（右中图）

米拉被放置在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起居室里，这间起居室的照片是我在瑞士巴伦伯格博物馆内拍摄的。

光圈：f/6.3，快门：1/160s，焦距：14mm，ISO：100

两个迷你冠军在偷一辆Minichamps（右下图）

这是我为德国汽车模型玩具拍摄的照片，他们寄给我了一辆玩具模型车，并希望我能发挥想象力，让它变得更

有趣。汽车模型本身是使用50mm镜头拍摄的，人物则使用了蔡司25mm的镜头，最后再进行画面的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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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耍蛇人
画面中的意大利面和餐具是用ZBrush软件绘制出

来的，背景环境是一个古老的厨房，也是我在巴伦

伯格博物馆拍摄的一个露天场景。

光圈：f/8，快门：1/160s，焦距：28mm，ISO：100

加油打气
我的女朋友怀了我们的第三

个女儿尤娜，那时我产生了

这个有趣的创意，拍摄下了

这张照片，背景取自瑞士巴

伦伯格博物馆。

光圈：f/6.3，快门：0.6s

焦距：17mm，ISO：100

泡沫中的姐妹
我的女儿们在洗澡，当然为了增加趣味性，我利用Photoshop在浴缸里面添加了一些泡泡。

光圈：f/13，快门：1/160s，焦距：28mm，ISO：100

小小的乳牙
当我的大女儿箩掉了第一颗乳牙的时

候，我产生了想法，拍摄了这张照片。

光圈：f/4，快门：1/160s

焦距：35mm，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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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John Wilhelm

《人像摄影》：跟我们谈谈你是如何进入儿童摄影领域的吧。

John Wilhelm: 准确地说，当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萝出生的时候，

我开始为孩子们拍摄照片。一开始只是出于很简单的目的，想为家人

留下一些纪念照，但自从四年前我开始涉足图片的修饰与合成等后期

制作领域，孩子们的照片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有趣，正如你

现在见到的这样。

《人像摄影》：你会怎样描述自己的作品呢？

John Wilhelm: 我想我的图片是由以下几点组成的：一个好的想

法、幽默感以及一些基本美学素养（颜色、构图、角度等）。也有些人

说我的图片看起来就像漫画。

《人像摄影》：你认为拍摄儿童的过程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 

John Wilhelm: 我喜欢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工作，或者可以这么说，

我喜欢和她们合作拍出来的成果。要知道，与小朋友一起工作是非常

耗费精力的，你必须擅于抓住时机，才能捕捉到那些稍纵即逝的画面。

你需要培养她们的情绪，否则就永远无法得到想要的表情。当然，我

还得用诱人的甜品、有趣的电视节目或者一些游戏来吸引她们。

《人像摄影》：你的那些有趣的灵感都从何而来？

John Wilhelm: 基本上我的作品展现的都是我们的居家生活和一

些想象中的夸张场景。其实，灵感就来源于每天发生的事情，我的孩

子们都非常可爱，生活中也总是充满着乐趣。如果有一些新奇的点子

从脑中蹦出来，我会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每个星期我会实现其中的

一个想法。我拍摄的对象也不仅仅只有我的孩子们，我也喜欢通过风

景或者动物来创造一些有趣的合成作品，当然还有身边的朋友。

《人像摄影》：孩子的行为有时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你是如何让

她们听从你的指挥的？ 

John Wilhelm: 事实上，这都要看你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一

个在镜头前很有表现力的小模特同样也很重要。如果你需要她们摆一

些特定的姿势，那是很困难的，我通常会把将要拍摄的图片编成一个

故事，这样更有感染力和代入感。然后鼓励她们，让她们在这一情景

中轻松地玩耍，不经意间完成拍摄，这样的效果也会更好。

《人像摄影》：你在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

John Wilhelm: 在我头脑中一直运行着一个“后台程序”，在思考

未来或当前正在开展的项目。所以大多数的小程序只在我的脑海中运

行，只有在这个图片非常复杂的时候，我才会把每一个拍摄元素写下来。

《人像摄影》：你喜欢怎样的光线呢？

John Wilhelm: 我喜欢将处在自然光线里的真实的环境作为我合

成作品的背景或元素，然后把在工作室里拍摄的人或物融合进这个真

实场景中去。

《人像摄影》：你的作品画面效果太棒了，你是在哪学的影像合

成技术？

John Wilhelm: 我跟着一些诸如Video2Brain系列的视频教程学习，

像是乌里·施泰格（Uli Staiger）、拉尔夫·麦克（Ralf Mack）以及卡尔文·好

莱坞（Calvin Hollywood），最初这些能极大地鼓舞人的兴趣。此外我

也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当然我也走过很多弯路。不得不说，互联

网隐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知识，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自学者，那么只需

要一点点时间和一点点天赋，你也可以做到。

《人像摄影》：作为一名后期技术如此出色的摄影师，你认为摄

影和后期两者是怎样的关系呢？

John Wilhelm: 我很喜欢天马行空的想象，后期技术只是实现理

想画面的一种手段，和摄影一样。我的每一张作品其实都是经过反复

的思考和设计的，如何处理光线、从什么角度拍、用哪个焦距段的镜

头……哪个环节没想到、没做好，都会影响到画面最终的合成效果，

这些绝对不只是你有强大的后期技术就可以做到的。换句话说，没有

后期制作，我的照片一样可以完成，因此我认为它的重要性占50%。

《人像摄影》：你最喜欢的摄影师是谁？

John Wilhelm: 我非常喜欢埃里克·约翰森（Erik Johansson），他

能创造出在我看来其他人无法完成的疯狂的图像。我也喜欢蒂姆·弗

拉克（Tim Flach）拍摄的动物照片，简直是天才的作品！当然，许多其

他优秀的摄影师也给了我灵感，比如乌里·施泰格（Uli Staiger）、艾德

里安·索米凌（Adrian Sommeling）等。

《人像摄影》：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拍摄计划吗？

John Wilhelm: 我还是会坚持拍摄儿童和动物题材的照片，但是

会运用3D技术丰富影像场景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学习Zbrush、

Cinema4D以及一些其他的图片制作软件的原因。

《人像摄影》：你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吗？

John Wilhelm: 我希望能够保持我当前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

衡。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份有趣且收入还不错的工作以及一个伟

大的爱好，目前摄影就是我最大的爱好。

《人像摄影》：你会给其他摄影师什么有效的建议吗？

John Wilhelm: 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那些你真

正感兴趣的事。当激情变成了疯狂，并且你有一定的天分，那么任何事

情都会做得很好的。如果说要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我想要提供一下

我在拍摄时的曝光组合，我会坚持用ISO100的感光度，光圈则大都选

择在5.6至11之间。

John Wilhelm使用的器材
●  索尼a7r（2个机身），以及所有的索尼FE系列镜头
●  蔡司Macroplanar 100 ZF.2镜头
●  蔡司25mm ZF.2镜头
●  爱玲珑闪光灯
●  苹果MacPro，以及Wacom Cintiq 24 HD数位板

John Wilhelm使用的图片处理软件及滤镜
●  Photoshop CC
●  Google Nik Filtersuite
●  Zerene Stacker
●  ZBrush
●  Keyshot
●  Cinema 4D

如果你对John Wilhelm的图像制作过程感兴趣，还可以登录他在YouTube上的个

人主页，上面有大量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user/horaziohorazio

慈爱的奶奶
奶奶对孩子们非常慈爱，我

不能同时载着两个孩子骑

自行车，她却可以。所以我

拍摄了这张照片作为她的

生日礼物。

光圈：f/4，快门：1/2000s

焦距：24mm，ISO：100

四名遭遇海难的
Photoshoppers
这是一个有趣的项目，画

面中是我和我的 3 位同热

爱 Photoshop 的挚友。这

张照片是在 Jurek Gralak

（wayofart.ch）工作室的桌

子上拍摄的，我们之前喝了

一些啤酒，然后不由自主

地拍下了这张照片。

光圈：f/13，快门：1/160s

焦距：28mm，ISO：100

假日影像
这张图片描述了我和家人

的假日生活，我把它放在

了我的网站上。

光圈：f/8，快门：1/160s

焦距：24mm，ISO：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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