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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journey through the natural beauty of New Zealand.

Photo Album New Zealand
新西兰在自己的蔚蓝里歌唱。柔波之上，激情之中。所有的一切

构成了迷宫般的影像世界，丰沛、优雅而深厚。

一个摄影师的手记

光影迷醉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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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新西兰的短短 9 天时间里，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有意思的

场景或细节，它们让我从一个

个侧面来感受这个南太平洋上神奇岛国

的神韵，也让我有幸在最美的季节，瞥

见最美的新西兰。在我看来，纯净并不

是构成新西兰魅力的全部理由。这里多

姿多彩的户外活动和清新浓郁的艺术气

息在更大程度上让人活跃起来，并澄静

下来——以一种纯粹新西兰的方式。

奥克兰的喂鸟人

午后，在奥克兰 (Auckland) 海边的

一家餐厅里，几只麻雀立在栏杆上，然

后慢慢地跳到餐桌上。一位 40 多岁的

绅士开始给它们喂食，几只比较强壮的

总是抢着吃，而另一只较瘦小的总是吃

不到。

等那几只鸟儿吃了不少了，绅士还

拿着食物，等待那只没吃到的弱小麻雀

过来。它走得很慢，感觉有点迟疑，然

后迅速地张开小嘴，吞下食物，几乎要

卡住喉咙的样子，那柔弱的样子让人看

得有点心疼。

此刻，我的眼睛就在 300 毫米的镜

头后面。我用指尖迅速地轻按快门，凝

固下这个特写画面。处于前景的一只酒

杯，弯曲的玻璃恰好像是放大镜一样，

放大了那位绅士的手——他的仁慈和友

善，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指环王》的戒指店

尼尔森 (Nelson)。宁静的秋日阳光，

一片祥和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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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 Selwyn Place，找到了

Jens Hansen 戒指店，这里因曾为电影

《指环王》制作那枚可以照见人类欲望的

魔戒而闻名。

店 里 的 老 先 生 Jens Hansen 已

经 去 世。 现 在 是 他 的 儿子 Halfdan 

Hansen——一个很帅的小伙子在掌管业

务。由于影片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不少

影迷都会来店里看看，电影中那样规格的

戒指在 5 年间已经销出了8000 多枚。这

家店里的戒指有 3 款不同的规格，最大

的达 2公斤，用不锈钢制成，拿在手里沉

甸甸的，戴在手臂上还嫌粗。

在我拍摄期间，走进来一个西部牛

仔打扮的人，满身的粗犷气息，仿佛刚

从万里之遥来到这里。一问，果然是美

国影迷，专程赶到店里来看看的。

尽管这家店铺有不小的影响，但只

此一家，还没开设分店。

19 岁的小伙计 Ben Clark 向我们演

示制作一枚戒指的全过程，包括从选料

开始，一直到最后敲上一个三角型的小

标记——这是新西兰手工制作的标志。

Ben Clark 从 16 岁起就在这里工作，工

作细致，还有着几分腼腆。

而店里的其他几位老工匠，脸上都

有着一种睿智的神情——手艺人靠自己

的本事吃饭，且忙且从容。在他们身上，

可以看到一种富足后的淡然。也许正是

由于宁静，他们才会制作出如此光亮的

戒指，折射出他人的欲念。

傍晚时分，我与店员告别，信

步走到山顶的教堂，里面一个唱诗班

正在排练。动人的歌声回荡在教堂

里，我从前面往后走时，夕阳的光

辉就在那一面面彩色玻璃窗后面跳跃着。

我去过世界各地的许多教堂，但这样光

影迷眩的瞬间，还是第一次遇到。我想，

如果用摄影机，放在轨道上推过去，这

一定是一个美妙的长镜头。

我坐在后排的椅子上，长久地聆听。

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教堂的门口，玻璃上反射出高大树

木的影子，还有教堂安静的内景，叠合

在一起。此刻，自然与心灵，也融合在

了一起。

凯库拉最后的晚餐

凯库拉 (Kaikoura)，海滩上巨浪滔

天，气势磅礴。

晚餐在 “ 南纬 42 度 25 分 ” 餐厅

(42.25 South) 吃饭。导游介绍说，这

家餐厅是当地最好的餐厅之一。时间有

点早，里面的客人不算多。一位中年

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牛津音。我们问

起餐厅的名字是否就是现在所处的纬度，

他说是的。在点菜时，他向我们推荐几

款特价的葡萄酒，我们问为什么特价，

他说这是最后一天营业了，他们要回去

了。

那天我点的是海鲜意面，味道十分

鲜美，几乎吃得一干二净。

我走过去，与那中年男子聊天，他

说这家店在这里开了 3 年，现在要回英

国去了。他给我留了个英国的地址，是

在伦敦南部的一个小镇，曾在英国小居

的我自然与他们神侃了一通伦敦。

不知何时，餐厅里已基本坐满了人。

云层突然劈开一条缝，一道绚丽的霞光

不期而至。我忙跑出去拍摄。回望这家

餐厅，那最后的晚餐依然回味无穷。

1. 在这里坐坐，心情

就像海的心情一样明亮。

2. 从水上屋的露台上

可以直接走进海里去。

3. 住在海中央，看着

世界上最洁净的海面上

风生云起。

4. 餐桌边，淡金色的

霞彩蔓延到海里。

5.魔鬼鱼其实非常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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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 Hansen Gold and Silversmith
地址：320 Trafalgar Square, Nelson, New Zealand

电话：+64 3 5480640

网站：www.jenshansen.com

订制一枚戒指 300—400 新西兰元不等

威尔森公司(Wilsons)
可安排专业的亚伯塔斯曼 1 日游 ( 包括海滩、安克雷奇海湾和观海豹，以及野餐 )，

每人 185 新西兰元。

免费热线：0800 223582 

电话：+64 3 5282027 

网址：www.abeltasman.co.nz

86 |  WORLD TRAVELLER

最后的一餐，他们依然保持着一贯

的认真，如同往日。

吃完晚饭，信步而走，发现一家电

影院，正在放映《Seven Pounds(七磅 )》。

尽管电影已放了半个小时，而且票房没人，

但由于我在各地旅游都有去看电影的习

惯，还是走进去观看。

影片中的高潮令人震撼。中场休息

时，我出去补买票，一张 10 新西兰元 ( 约

合人民币 34 元 ) 的票，售票的老太太只

收了我 5 个新西兰元。那个老太太和我

一样，也是个影迷，最后全场只剩下我

们 2 个人，站在影院的最后一排，直到

字幕全部走完。

第 2 天，我散步时又经过影院，老

太太远远地还和我打招呼。

野鸭、海鸥和海豚

在尼尔森，最美的是酒店外的小池

塘，有一群鸭子在里面悠然地生活。酒

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一群野鸭子，

来到这里后，酒店给它们在池塘中间盖

了个小房子，犹如湖景别墅——这群鸭

子的待遇也够高的。

这个池塘将酒店和外界隔开，旁

边的公路上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一闪而

过。在黄昏时分，几只海鸥落在斜屋顶

上，夕阳沉郁，那情景更衬出环境的安详。

安静极了。

从尼尔森发出，车行 1个多小时，

来到亚伯塔斯曼国家公园 (Abel Tasman 

National Park)。一只离队的海豚在我

们的船边不时浮现，在船起程时很可怜

地露出一点点身体，几乎看不见。导游

Lucy 说，它要找到自己的群落也不是件

容易的事情，所以已经在这一带水域滞留

不少时间了。

在搭乘水中快艇返航时，终于看到

一群海豚利用尾浪，欢快地跟在我们的

船后，不时地腾空而起，在水中欢歌。

仔细一看，这里的海豚主要有几

个品种——暗色斑纹海豚、赫克特氏海

豚和宽吻海豚。成年的暗色斑纹海豚大

约有 80 公斤，在每年的 10—11 月生

育，而它们刚出生时才 30 多厘米，2—

3 天就迅速长大，白肚黑背，鼻子短。

赫氏海豚大约 50 公斤，白色，十分罕

见，只有在新西兰水域才能亲眼看到，

属于濒危物种，估计目前存活数量仅为

3000 条。而宽吻海豚重约 300—400

公斤，灰黑色，全年生育，幼海豚会跟

随母亲 2 年时间，这种海豚在全世界都

可以见到。人类大约只有 8% 的脂肪含

量，但海豚的脂肪含量高达 30%，这使

得它们在水中有很好的生存能力。 

到达皮克顿（Picton）。晚餐前，我

在酒店旁的商业街里发现一家工艺品

店，有不少令我喜欢的东西。我花 20

新西兰元买了把裁纸刀，上面镶嵌着

Paua Shell 贝壳，贝壳纹路十分绚丽，

刀身很长，这样用起来会毫不费力。由

于会收到大量的杂志和信件，裁纸刀是

我每天都会用到的工具，在各地购买裁

纸刀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现在我每

天用着它，都会怀念起在新西兰的美丽

时光。

1.Helene Spa 花瓣浴。

2. 我们的水上摩托教

练正在讲解他手臂文身

的波利尼西亚含义。

3. 高更笔下的大溪地

少女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4. 水上摩托漂浮在透

明的海水上，背后是波

拉波拉岛双峰火山。

5. 茉莉亚岛水上屋大

露台放置着桌椅，可天

天在此看看日出日落。

6.Tiki 村笑容甜美的

大溪地美女。

7. 大溪地珍珠被称为

“坠落人间的月亮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