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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摄影家张东：
定格“彝人们的存在”

文/何万敏 图/受访者提供

在一天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张东寡言少语。仿佛他并不需要靠说话来表达什么，因为他更擅长用手中的
照相机来呈现，自己的所爱、所感、所思。

当然，听闻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摄影故事之时，那一定是几杯烈酒喝下以后，酒精催促着思维活跃与跳动。
“尽管我的影像也许并不能吸引一些观众的眼球，但总是想把自己的感悟与思考寄予那些被人们所忽视了的画面，”

张东的话语恳切，“我只是想把眼前的感动记录下来，定格之后，以此视为我和彝人们的存在。”
如果说2018年获奖的《乡村·彝人·印记》是“十年磨一剑”，构思了两年之久的另一个系列《彝人间》，张东当然想有

所突破。
壹

贰 叁

2016年春天，我专程到布拖县
采访“摄影三剑客”。我隐约意识到
他们三人坚持聚焦于凉山彝族的社
会文化，拍摄富有人文精神的纪实作
品，为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留下值得
珍藏影像的价值。

我这样分析也许太过冷静，只
有和他们一起走到现场，抵达那些
你渴望接近的人们，你才能够目睹
他们创作的热情冲动。

某一年，摄影师王刚，就是著名
作家余华评论写到的，“一个商人，带
着他的老式照相机，离开灯红酒绿的
广州，前往没有夜生活的彝乡，用黑
白胶片拍下了一组《荒野上的彝人》，
在不清楚荷赛肖像类奖项规则的情
况下，就寄往阿姆斯特丹，并且认为
自己肯定会获奖，然后就获奖了”的
王刚，相约来自荷兰的摄影师罗伯
特·凡德·休斯特，一起到布拖县拍
摄，张东是他们的向导。一个晚上，
他们在菩提宾馆看到张东的相片，
互相哑然，然后走到斑鸠餐厅。

罗伯特说：“我不明白东东，他
怎么能用这么愚蠢的相机拍出这么
优秀的作品？”愚蠢——Stupid，近
70岁的老罗伯特经常用这个词，他
经常说，他怎么用这么高级的相机
拍出这么Stupid的相片？老罗指的
是那些自称摄影师的家伙。

王刚离开布拖时，握着张东的手
说：“东东，别学我，别学罗伯特，学你
自己。”老罗在一旁赞同地点头。

2007年，王刚摘得了第50届荷
赛肖像二等奖。他仍不忘真诚地评
论，“张东的作品是从现实中抽离出来
的幻象，那是一种拼命跻身于现实却
被现实嘲讽的状态。那只超大型的三
脚架，那只比烟盒还小的、500dpi以下
的照相机，在我的人生记忆里，他记录
下了最震撼的影像……”

另一位名叫秦念峰的摄影师，
也对张东颇为欣赏：“他拿着简单的
相机，在布拖大山荒野上来回不停
游走中，随兴抓取瞬间，然后把色
彩、质感、锐度抽离，使得画面只剩
简单的黑白灰，有时也把灰度抽离，
唯剩下黑和白。这种浓烈的黑和强
烈的白之间形成一种矛盾体，这是
远古和现在的矛盾，更是传统和现
实的矛盾，当然也是张东自己的矛
盾，他本能地感知着这些矛盾，同时
也本能地找寻一种平衡。”

目前，张东正在拍摄另一个系
列《彝人间》，之前就构思了两年的
时间，张东当然想有所突破，希望得
到更多的鼓励。

“如今的彝族人生活悄然发生着
改变，我想不仅仅要拍摄他们改变着
的生活状态，还要更多地去关注他们
思想深处的变化，包括传统的改变、观
念的改变、行为的改变。这样的改变
应该有更长远的意义。”张东说。

而张东摄影的定力，来自凉山
这片土地，来自土地上繁衍生息的
彝族人。

十分偏爱“摄影人文”

2018年5月25日，“第二届阮义忠摄
影人文奖”揭晓，共有15位作者入围。最
终，四川凉山州的摄影家张东以作品《乡
村· 彝人·印记》荣膺入围奖。这对于张
东本人而言意义非凡。“毕竟，从2008年
开始拍摄，这组照片持续拍摄了近 10
年。”长时间的积累以及摄影过程的艰辛，
张东无法释怀，“有太多不能忘记的瞬间
和难忘的经历。”

张东的本职工作是布拖县疾控中心
健康教育科卫生医师，他的摄影仅仅是“业
余爱好”。现为布拖县摄影家协会主席。

如果不是从事摄影，阮义忠其实也不
被更多的人熟知。早年，阮先生在三联书
店出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向读者推荐“当
代摄影大师”，反响较大；近年，阮先生连续出
版多部著作，并从2013年开始在中国内地
和台湾多个城市开设工作坊，传道授艺。

阮义忠有言：“我一直认为，摄影的本
质是发现与记录，也就是向外观看，找到事
事物物之间的关系，将其捕捉，把意义传达
给更多人知道。文学、艺术的价值正是在
此：让别人的生活经验成为自己的成长参
考，然后把刻骨铭心的领会表现出来，供另
外的一些人借镜。有人共鸣的世界才是温
暖的、幸福的，也才能看到希望。”

“阮义忠摄影人文奖”组委会倾向于
“要尽可能地在各个面向上做到开放，不僵
化；组委会不鼓励模仿，不鼓励重复，而是
鼓励讲述摄影者自己的语言，要对自然、对
人有新的认识、新的看法。这几乎涵盖了
生命所有的一切。”

这样的摄影主张和观念，让张东觉得
自己的摄影作品具有意义。

当初，同在布拖县的摄影家舒和平、
张东、苏呷此色，起早贪黑地奔走在高原
平坝和绵延大山，一起拍摄一起讨论。带
头的舒和平出道最早，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是：要做忠实的记录者，不要刻意，就像做
人一样，要老老实实。幸运的是，他们以此
为信条，各有成就。而我，直接把他们称为
布拖“摄影三剑客”。

有认可，有认识。张东认为“摄影人
文”的“人文”，是泛指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的
现象。“我把它理解为从人类群体的一个文
化现象中可以折射出一个能够体现重视
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承认人的价
值、尊重人的个人利益。”由此，他希望自己
的摄影是重视人类生存环境，可以感受人
文精神的作品。

热衷纪实“彝人与乡土”

一开始，张东不会意识到摄影的魅力，他喜
欢的是绘画。“在2005年以前画油画，我用一台
单反胶片相机去搜集一些绘画素材，自己冲洗，
放大照片。到2006年感觉自己身边的彝人生活
应该用另一种画面语言去表达，于是开始了摄
影的摸索，一直到现在。”

选择的过程，其实依赖摄影活动的拓展。
布拖县，这块多情的土地成就了不少摄影家。
与他们接触，大开眼界。“我生活在彝人们中间，
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交流沟通，常常看到他们
简单、质朴而又自然、封闭的生活状态，也深知
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理解和推崇。逐渐地，我
开始以纪实摄影的形式，来表现乡村里彝人们
的一些生活印记，并以《乡村·彝人·印记》这个
主题来表现人与自然、彝人与乡土。”

张东曾在一篇名为《我和彝人们的存在》的短文
中袒露心迹：“在这片高原大山里面能够切实感受到
生存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忍耐、家族的团结、力量和
生命的宝贵。这种力量对我个人的心灵产生了震
撼，并不断深入到彝人的群体中，去寻找在现实中他
们的尊严，去感受他们的快乐、困惑、痛苦。”

我还没有见到张东前，就接触了他的摄影
作品。我承认，见到的近百幅黑白照片，生活气
息浓郁，对人物动态与状态的捕捉恰到好处，特
别是传递出的生存状况和神情反映，揭示出彝
族人坚韧、顽强、自在的精神气质。同时我听朋
友说他把基本生活以外的工资收入几乎全部投
入到摄影当中，却连一个专业镜头都买不起。

我决定要帮助他。很快在2013年第 2期
《锦绣凉山》，辟出74个页码刊出“摄影师张东作
品50幅”和3篇文章，命题《大山深处的彝人》，
支付稿酬6000元。后来也是听说，他果真添加
了一些钱购买到专业镜头。

参加葬礼的妇女们。背柴回家的老人。

张东

为一个时代留下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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