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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们从阮义忠的微博所看见
的，生活中的阮义忠善于在一个又一个
生活细节中发现情趣。

“我家里有很多音响，有时候我会专
门为它们准备一些装饰。”阮义忠说，自己
曾经买过一些地瓜，将地瓜泡在一个盛水
的小碗中，“等到地瓜已经长出了叶子，嫩
绿的藤蔓从碗里爬出来，越过喇叭，很漂
亮，很有生机。”

这个小碗被阮义忠布置在他最喜
欢的小喇叭上。“其实室内设计也是我
的兴趣爱好之一。”阮义忠说，在台湾的
家中，一般都由他来做家务，晨扫、煮咖
啡，“我也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多年的家务做
下来，阮义忠竟然还积累了不少心得，“不
爱做家事的人无法真正爱家，也绝不可
能是个好的室内设计师。设计不能只表
现视觉美感，还得让打扫的人称心如意。”

在阮义忠看来，再好的设计都比不
过自然，所以设计就应该是向自然学习
的过程。他打掉了餐厅和客厅的隔板，
让光线流淌进来，再将一整面墙装上镜
子，引入窗外的风景，天气好的时候，天
上云的走向就能在餐桌桌面上流淌。

喜欢布置生活空间，让在家也像度

假，与其说是阮义忠在生活中的追求，更
不如说是他的人生态度，“认真生活的意
思是少空想多实做，要知道亲身经历而
得到的领悟是智慧，从字面上读到的道
理只是知识。”

阮义忠透露，自己接下来还打算写
一本关于空间设计的书籍，把自己从家
务中的体会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有
很多的人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
呢？因为他们不爱做家务，所以不知道
做家务时最关心的是什么！”

“人文摄影大家原来也是’资深生活
家’。”苏静对阮义忠的分享很有感触，她
表示自己得知阮义忠将做客海南万宁时
专程从江西赶来，总算是不虚此行，“听了
阮先生的分享，我发现生活其实也可以
过得很有情趣，不必太拘泥于条条框框，
而应该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生活，才能发
现生活中的美。”

阮义忠是如此热爱黑胶，热爱咖
啡，热爱生活，以至于他的新书《听闻：
咖啡岁月&黑胶年代》专以咖啡和黑胶
为主角。一书两看，正手咖啡，反手黑
胶，阮义忠对生活的点滴热爱，如数融
入在音乐里，沉淀于定格视角里，飘散
在咖啡香醇间。

文\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摄影最需要的是态度，要尊重镜
头前的人、事、物。”日前，台湾当代著名
摄影师阮义忠在万宁石梅湾凤凰九里
书屋举办的品质生活分享会上说。

40年前，阮义忠凭一本台湾客运车
价目表，走访从未去过的地方，跋山涉
水，深入乡土。阮义忠将此称为“一个
人的旅行”，“旅行路上，最美的风景却
是人。”

阮义忠在分享会上展示了自己在
台湾旭海所拍摄的一张照片：一排村民
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一件
极其平凡的事件，却让阮义忠直觉到它
的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
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
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人
生，毫无所觉。

著名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张照
片，他称这张照片为“上帝帮忙按的快
门”。“事实上，我拍摄这些照片时，带有
一种敬畏的心，我要尊重我拍摄的对
象。”阮义忠说。

“如果摄影只是外表光线、构图很
漂亮，那这种漂亮是很肤浅的。如果没
有被一些事情感动，我就拍不下去。”阮
义忠认为，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应该有一
个动人的故事，“如果用我拍摄的照片
作为素材的话，我相信足以让行家们写
成一篇篇动人的小说。”

在阮义忠看来，摄影的任务是发
现、理解、见证，并能为别人带来启发。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
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超过以
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阮义忠说，一
切都在变，都在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
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被相机记录，就成
了不变的永恒。而摄影者最大的挑战
在于，要时刻保持身心的极度敏感与机
灵，精准地抓住那永恒的一刹那。

“我那个时候是那么投入，几乎全部
注意力都被吸引，就连睡觉时都在想
它。”68岁的阮义忠回忆过去时很高兴，
如今虽然大部分景观、房舍外貌、生活方
式都跟往昔不同，但传统伦理价值依然
存在，处处仍有知足、善良的人，“我很高
兴能用相机留住台湾的那个时代。”

多年来，阮义忠用深情细腻的镜
头，留存台湾乡土渐渐消逝的人情风
景；用温柔简净的文字，讲述照片背后
人与自然的亲密依存。正如他所说的：

“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
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
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
惜。”

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做客万宁，分享自己的生活心得

文\海南日报记者 袁宇

摄影大师原是

“日日整理家务的
过程中，我发现好整理
的屋子，必然是没有死
角的。从空间设计上
来说，没有死角的空间
也是更通透的空间。
所以做室内设计，还要
参考做家务的人的想
法。”近日，台湾当代著
名摄影家阮义忠做客
海南万宁华润石梅湾
凤凰九里书屋，从咖啡
与黑胶唱片（以下简称
黑胶）说起，谈音乐，论
咖啡，分享自己的人生
感悟。

“听了阮义忠老先
生的分享，才知道原来
生活那么美。”江西游
客苏静说，没想到摄影
大师也是“资深生活
家”。

生活家资资深深
阮义忠：

摄影最需要的
是态度

《为失落的优
雅补白》，这是阮
义忠唯一经过后
期处理的照片，他
希望这些“错过最
好瞬间”的照片，
能为越来越难看
到的优雅行止稍
作补白。

《兰屿的头发舞》，头发舞现在已成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而当年为了拍摄，阮义忠却费
了好大功夫。

《人与土地》系列照之一，阮义忠觉得他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
事、物给他的启发，都是老天给他的礼物。

《等待的母子》，摄于台湾第一
条铁路支线淡水列车停止营运前。

《最深沉的乡愁》，摄于 1990
年高山族部落的四季小学的毕业
典礼。

《水埯鹦鹉鱼》，澎湖望安岛水埯村的村民到岸边收渔获。阮义忠看到一位妇人抱着
一条硕大的鹦鹉鱼，他一举起相机，妇人马上把鱼拿起摭住脸：“拍鱼就好，不要拍我！”

阮义忠的生活“故事会”，
从微博出发。

“2012年，在一个编辑朋友
的帮助下，我开通了自己的个
人微博。”阮义忠说，当时微博
已经非常火爆，他的很多朋友
早就玩得不亦乐乎，“我这个朋
友和我说，你就随便写写，和粉
丝互动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写
呢，就得写出点东西。”阮义
忠从一开始就觉得，虽然是
140 字的小短章，也随便不
得 ，要“ 言 之 有 物 ，绝 不 敷
衍”。就这样，阮义忠将写微
博当成一件很认真的事情去
对待，每一则微博必定要写满
140字。

既然决定好好写微博，那内
容从哪来呢？“从日常的生活中
来。”在阮义忠看来，平静的秩
序，偶然的相逢，规律里的意外，
日常中的巧思，这些正是可称得
上“生活里的真光”的东西，值得
写进那可贵的140字中。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是极
难的。“不离开台北的日子里，
我每天大概有22小时呆在家
里。”阮义忠说，以前拍照、写文
章，他都尽量去到陌生地方，因
为最熟悉的最难拍、最难写，

“人总是需要一点新鲜感，写微
博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日常生
活中。”

如何才能从最熟悉的日常
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真光”呢？
阮义忠的答案只有一个——用
心。

“正在扫地，窗外响起鸟
叫，起先只是几声，顷刻后山中
及前林的鸟全被吵醒啼晨。放
下扫把坐在窗前行文，能比鸟
早起床的感觉真妙，夜色由深
化浅，万籁由寂转鸣。此时绝
对不能放黑胶或CD，只能倾听
自然的大声无音。”

“雨来了，淡水河随观音山
遁走不见。屋后靠山，再大的
雨也见苍翠。有时水打树梢如
打击乐章，时急时缓煞有节奏，
此刻只是微微发声，仅像排
练。”

……
点开阮义忠的微博，你会

发现，在摄影界鼎鼎大名的阮
义忠，是如此热爱居家，活脱脱
就是一名“宅男”。

这位68岁的老者，将自己
在生活中的所见所悟，以极真
诚的态度写进微博。

如今，阮义忠已经成为一
个拥有201万粉丝的网络“大
V”。2013年7月，阮义忠将微
博生活中的部分内容整理出版
成《一日一世界》，“对于我来
说，写微博就是一次新的旅行，
一步一个天地，一天就是一个
世界。”阮义忠笑着说。

从绘画，到写作，再到摄影，阮义忠一路
走来都有音乐和咖啡滋润。对他来说，品味
咖啡和聆听黑胶并非专研的学问，而是包含
人生况味的生活美学元素。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响起，我就
呆了！每个音符都直击我懵懂的心灵，敲开
我混沌封闭的层层脑门。”阮义忠回忆道，情
绪还未平复，唱片另一面的舒伯特《未完成
交响曲》又把他卷进激情的波涛，“我当时
想，这莫非就是天籁之音？从那时起，我开
始陆陆续续买黑胶唱片，到现在已经收藏了
超过2万张。”

事实上，激光唱片面市后，黑胶也一度
被阮义忠封入仓库。“后来我也有很长一段
时间改听CD，因为觉得黑胶不像CD声音那
么干净。”阮义忠说，自己曾打算将黑胶作为
垃圾丢掉，“在准备丢弃黑胶的时候发现，很
多黑胶生了很重很重的霉。”

“我把唱片封面拆开，哦哟！里面的灰
霉一下子扑到脸上，很脏，很恶心。”阮义忠
说，打开黑胶封面时，唱片上盖着一层薄薄
的海绵，看起来还好好的，“海绵当时是只有
很高档的东西才会有的保护。然而就在我
拿起海绵的时候，它碎掉了。”

阮义忠说，这是他少有的顿悟的时刻。
因为那张海绵，他忽然顿悟：一切有形的物
都会消失，只有无形的精神才能长存。“音乐
感动了我，让我做了一些事、影响了一些人，
而那些人又会做一些影响其他人的事。善
的循环不会因任何物体的瓦解而崩溃，它无
所不在、无时不在！”阮义忠说。

那时起，阮义忠开始尝试“拯救”黑胶唱
片。“在暗房里清洗黑胶上的霉，是一件很枯
燥很乏味很辛苦的事情。”阮义忠说，要洗得
很温柔，而且始终要保持站姿，洗完马上要
吹干，“洗完三张就累得半死。”

然而就是在“拯救”黑胶的过程中，阮义
忠又有了新的体悟。“清洗唱片是一件非常
机械的事情，我一边洗，一边仔细看封套上
的每一个图画，每一句话。”阮义忠发现，那
个时代是一个为别人服务的时代，设计师是
真的想着怎样更好地烘托音乐和作曲家的
灵魂，“我试着从那张图和音乐之间的联系
去理解设计师的用心，从这个角度重读音乐
史，那个时间我非常满足。”

直到现在，阮义忠依然记得大部分唱片
的作者、内容、发行年代，“这是一件很有成就
感的事情，并且只有你身体力行之后才能感
悟到，任何书本都没有办法教会你。”

关于黑胶，阮义忠还有一个有趣的发
现，“很多人都和我说国外的黑胶好，但是我
发现大陆的黑胶质量也不差啊，不输给德
国、意大利等国外产品，而且很便宜，买一张
国外黑胶的运费都比它本身还贵。”

洗好黑胶之后，阮义忠会挑喜欢的唱片
听。“只是音乐不但要挑时间听，也必须在适
当的空间里听，否则便是噪音。”阮义忠说，
好咖啡配好音乐的下午茶时间，是不可或缺
的精神按摩，“无论再忙再累都要努力维持，
累的时候尤其需要这种精神按摩。”

阮义忠对于咖啡也近乎于痴迷。“曾经
有二十多年之久，我的早餐几乎都是在咖啡
厅解决的。”阮义忠说，那年头还没便利商
店，上班族最常去的是烧饼油条店、清粥小
菜摊，或选择咖啡厅享用果汁、土司、荷包
蛋，“而我选择后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
最后上的那杯咖啡。”

对咖啡的痴迷造成的后果就是，“后来
我家里不知不觉收藏了40多部咖啡机，各
个特色鲜明，让我爱不释手。”阮义忠笑着
说，做任何事最重要是找到乐趣，方能持之
以恒，如此事情便能做好，也才有意义。

所有生活细节的痴迷者“宅男”与“旅行者” 音乐与咖啡是最好的精神按摩

（本版照片除著名外均为阮义忠作品）

阮义忠在讲课。
海南日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