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第1期  

总第2期 

 

处心积虑的邂逅 

如梦似幻的美景 



 

前言 

 有人说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事是，你原本没有机会靠近的人，居然爱上了你。对自然风光摄影师来说，世界上

最令人激动的事是，你原以为等了几小时，不再会有机会得到神光的垂青，神光却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你的面前。那

是令人激动的美丽的邂逅，邂逅的一方是处心积虑，耐心守候的摄影师，另一方则是神秘莫测，变化无常的Mother 

Nature。  

 自然风光摄影师走进大自然追光逐影，捕捉精彩奇妙的瞬间，有快乐，有艰辛，也极富挑战性。他人享受烛光

晚宴的时候，摄影师在风中期盼晚霞满天；他人进入梦乡的时候，摄影师在拍摄星空梦境；他人在游轮上举杯畅饮

把酒言欢的时候，摄影师在深山老林爬山涉水寻找新的拍摄点；他人与恋人花前月下耳鬓厮磨的时候，摄影师肩扛

大炮在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与飞禽走兽们幽会。。。摄影师们为了那瞬间的邂逅，精心策划，起早贪黑，风餐露

宿，披星带月，顶风冒雨。不是每一次的付出都有回报，但是，一旦邂逅令人激动，有时甚至是刻骨铭心的那一

秒，所有的努力就化为了两个字：幸福！ 

 当有人说美景不在远方，而在心上的时候，自然风光摄影师嘴角微微一扬，执着而坚定地说我要去远方，我不

仅要把美景写在心上，也要记录在镜头里。  

 这期的4aperture，我们的远方在四大洲，途中的各种辛酸苦辣最终成就了我们镜头中的美丽。  

 近万字的旅行札记，六十多张图片记录了我们途中的点点滴滴。请大家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走过的那些如梦似

幻的美景，那些处心积虑的邂逅： 

   在冰山雪峰之间 记录新西兰高山登山训练 （作者：张焰/Yan Zhang） 

 毕斯泰荒地 （Bisti Badland) （作者：范朝亮/John Fan） 

   冰岛 （Iceland) （作者：张志壮/北京张子） 

 邂逅国鸟:一个自然风光摄影师的运气 （作者：吴海辰/杰夫） 

 坠入梦境 九月的加拿大落基山 （作者：徐梅/梦中画）   

                                                                                                    

封面：秋梦 — 徐梅/梦中画                                               本期编辑：徐梅/梦中画 

 



 

 

                        在冰山雪峰之间 － 记录新西兰高山登山训练  

                                                                     张焰 (Yan Zhang, 澳大利亚）  

 2014年1月，正值南半球的盛夏，我和LD有幸和子夜摄友结伴去了一趟新西兰，期间我们在一起愉快地摄

影一周，另一周我参加了一期Mt Cook高山登山训练班。这是

一次独特而振奋人心的经历，也是对我的身体和心理极限的挑

战。 它对我今后的摄影探索也将有着深刻的影响。 

(1) 我为什么要攀登新西兰高山？ 

 对新西兰南部高山（Southern Alps)的迷恋始于2013年7

月的新西兰旅行。当时由于被暴风雪困在新西兰南岛的Mt 

Cook的一间小旅馆里，无所事事。无聊之中，无意间读到一本

新西兰登山家Pat Barrett的“True South”一书，从而对新西

兰的山区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因为新西兰南岛的狭长的特

殊地理环境，高山与太平洋的近距离的相对呼应，所展现出的

南部高山之壮丽让我无法忘却，那是我在其他山区所见不到

的。我下决心要上新西兰高山，以我的方式去拍摄那里的美丽

风光。 

 虽然新西兰的山海拔都不算高，最高的Mt Cook山峰是3724米。但由于其靠近南极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海

拔1500米左右即为snowline，也就是snowline之上的山体大多常年为冰雪覆盖，称为高山区（alps)。另外，即

使爬一般的山，elevation gain也通常较高，5公里的hiking距离，elevation gain在1000米以上的，并非少见。象

我们这次从山下的大本营hiking到海拔1800米的训练营地，山路长5.4公里，elevation gain 却有1100米。 

Pat Barrett的“True South”  



 

 由于新西兰高山地区地势险恶，天气变化无常，大多数山头常年为冰雪覆盖，不经过专业的训练，是

完全无法登上去的。我唯有参加Alpine Training  Course，才有希望上山去拍摄。 

（2） 上山 

左边 Topo map 中蓝色区域表示冰川

(Glacier)。Mueller Hut, 位于1800米

的Sealy Range高山地带，是我们的

训练营地。图中的3个红圈是我们这次

训练中上的3个summit，其中两个为

冰川包围着，其summit高度分别为： 

Mt Olivier 1933 米, Mt Kitchener 

2042 米, Mt Annette 2235 米。 

 我们这次的登山班只有3人： 意

大利登山家Alessandro (28岁)， 也

是我们的guide，南澳小伙Tom(21岁)

和我。由于我们每人要背5天的食物上

山，加上齐全的登山工具，以及我的

相机和角架，最后我上山的backpack

重达25kg，大大超出我往常的18kg 

backpack重量，而那却是我一直视为

自己长途hiking的最大负重极限。 

  

 



  

 

                           

上山的路 

 Alessandro动员我放弃相机和脚架。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硬着头皮上了，没有相机，对我来说代价过

大。我们花了4小时从大本营上到Mueller Hut。5.4 公里的山路，elevation gain 1100米。因为在进入高山区

前，天气良好，无风，25kg的backpack也没觉得太过吃力。 

 5.4公里山路的前3公里，虽然较陡，但都有台阶，只要不下雨，比较好走。但据说一旦下雨则会比较麻

烦。 

 一进入高山区(1800 米),刚才的大晴天瞬间变成风雪交加。背后远方的小红屋子就是Muller Hut, 它也是

最早的一个新西兰高山Hut。 

 

 

进入高山区 (Tom 和我)  



 

 

                           

 

 （3） 训练 

 我们进行了3天的高山登山训练。从glacier walk, rope techniques, self arrest， 以及不同的glacier 

mountain climb 方法，都有训练。在训练和登山过程中，我们所有的登山工具都有用到。 

 因为人少，我们有机会在Alessandro带领下，登上了3个山峰，其中的Mount Ollivier 还是Edmund Hillary 

（他与Tenzing Norgay于1953年一起最早登上珠峰）早年主要攀登的山峰之一。 

 高山的气候的确是千变万化。在我们3天的训练中，有遇到暴风雪，狂风 ： 风速接近100 km/h，即使不

是登高，在冰雪上行走也必须用crampons和ice axe，否则人都会吹翻。 

 

Alessandro 和 Tom  Alessandro 和 Tom on Glacier  



  

 

                           这天我背上了我的Nikon D800E，在绳锁的另一端，顶着风雪，用相机给他们拍了不少的照片。 

 

登山途中  我们沿着山脊行进  

最后的登顶Tom 在Glacier上滑倒  



 

 

                           

 

 作为新手，在Glacier上行走，都不可避免的会摔跤或滑倒，所以学会基本的自救方法是上高山的先决

条件。 

 高山的气候非常独特，出太阳的同时也会

是风雪交加。脚下的冰层每天的硬度都会不

同，根据气温，阳光的照射在不断地变化。这

些变化，加上新下的雪的厚度以及山的坡度，

决定了雪崩发生的危险程度。 

我们在风雪中接近顶峰  

Glacier 中的岩石地带是我们途中休息的地方。 

我身后的山峰就是Mt Cook. 



  

 

                           胜利在望  

在顶峰拍摄我的“大片” Beyond the Plains  

登顶－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Mt Kitchener顶峰， 

我们留下了这唯一一张三人的合影  



  

 

                           

 这天我们在Mt Kitchener 的summit 停留的大约40分钟，Alessandro 和 Tom 知道我要拍照，耐心地在一旁

等我，使得我有时间拍摄了我这次高山上的满意之作“Beyond the Plains”.  



 

 

                           

 

Beyond the Plains 



 

 

                           

 

我们原计划在山上呆5天。但在第三天下午，在回营地的路上，我们看到了Lenticular cloud。。。 

 Alessandro告 诉

我们在登山途中，如果

见到这样的云说明大风

即将来临，登山者看到

它就该马上撤退了。 

 果 然 ， 回 到 营

地，就已经挂起大风

了，同时我们也接到山

下总部的radio指示，

说第二天风速将达115 

km/h， 且会下雨，外

出有危险，要我们火速

下山。这样我们又打起背包，将没吃完的食物装进各自的backpack，顶着100 km/h的风速，匆匆下山了。和

来时同样的路程，backpack比来时减去3天的食物重量。但对我来说下山相当吃力，在风速达100km/h的情

况下，还要不停地追赶两个20多岁小伙子急速的步伐。最后花了2小时45分钟下到山底。 

 在山上的3天里，我每晚睡的很少。一天的训练完了后，吃过晚饭，别人都开始休息了，而我又出去拍

日落，直到夜里12半过后才回来，早上4点又起床拍日出。也许人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加上3餐都吃的很好，

都是高热量食物，并不觉得很累。但在hiking和climbing过程中，他们二人的速度比我快不少。为了跟上他们

的速度,我不得不打乱自己的最佳pace, 这大大加重了我的体力消耗。 

Lenticular Cloud  



  

 

                           

回到登山训练大本营 

 在山下的3天里，我们主要进行了rock 

climbing 的训练，以及学习如何看Topo 

map, 用Topo map 制定路线和navigation。

在登山训练中，学会不靠GPS，单纯用Topo 

Map，指南针，铅笔和纸进行Route Finding 

和 Navigation 是一门非常重要的项目。  

拿到结业证书 



 

 

                           

 

（4） 没有结束的征途 

 这次的高山体验让我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贴近，这是在海边和其他地方无法体验到的。从前想象中的巨

大冰川就在眼前，每天看到至少5次以上的雪崩（avalanche)和ice fall，以及在群山之颠所看到的绵绵的山脊，

湖泊河流，其震撼用言语难以形

容。特别是有一天夜里11点，我

一人在山顶上拍夜景，500米外

的冰川上就发生了巨大的ice 

fall，以及由此又有引发的雪崩，

巨大的声音响彻山谷，持续数分

钟之久。 

 据说Mt Cook的Glacier处于

相当活跃的时期。Ice Fall 通常

伴随着雪崩。这给在Mt Cook的

各种登山活动中增加了不少危险

因数。有了这次的训练，我获得

了高山跋涉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当然也深深了解到它的挑战性和

危 险 。 同 时 也 让 我            

对所有不畏艰险的高山登山者充

满了敬意。 

  

Ice Fall 就在我们眼前发生  



  

 

                            我将会十分细致小

心地制定我的登山计划，

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我

能用自己的镜头以自己的

方式来拍摄出新西兰高山

的壮丽景色。 

（5） 一次旅行，一段经

历，一张照片 

 这次的新西兰旅行

与以往相比，拍片不多。

但对我来说，一次旅行，

一段经历，一张片子，足

已 。 

 

http://yanzhangphotography.com 

 

http://1x.com/member/yanzhang 

 
http://500px.com/yanzhang 

 

Mountain Glory  

http://yanzhangphotography.com
http://1x.com/member/yanzhang
http://500px.com/yanzhang


  

毕斯泰荒地（Bisti Badland） 

                                                                范朝亮 （John Fan, 美国） 

攻略 

 毕斯泰荒地是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旷野。 上天的巧手，在这里用千万年的风雨精雕细刻出成千

上万的奇石，宛如一个雕刻艺术的博物馆。  多年前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看到加州华人摄影师钱易，语泓等

人从毕斯泰带回的风光大片，我立刻被那片天外的奇景所震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几年来我几进毕斯泰，每

一次她都会给我意外的惊喜。  

 名不正则言不顺。毕斯泰是印第安语言中“石柱”的意思。最近一次去毕斯泰，当地人告诉我Bisti一词源

于印第安语的“Bistahi”，并不是英文, 所以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念错，更不用说是中国人了，大多网站上都

翻译成了比斯蒂。毕斯泰虽说偏僻，但和美国西部的许多景点相比，交通倒也相对便利。它地处新墨西哥的

“大”城市Farmington正南方35英里处，离开371号公路不远。应该不需要越野车。Farmington旅馆商店应有尽

有，居然还有两家稍稍有点中餐味的中餐馆。  

 毕斯泰荒地有南北两处入口。南面入口由371号公路转7297号“路”往东开2英里不错的石子路，走到

7000号“路”往左不远便可到达,在371号公路上可以看到Bisti的标志。北面入口无标志,北面入口由371号公路

转7293号“路”往东便可到达。南部面积较大，但是要走很远才能见到有趣的景色。北部面积较小，但是景点

离停车场比较近，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最近的景点。如果想拍日出或者日落倒是相对容易的选择。 

 



  

毕斯泰荒地是一片很大的谷地，千万年的风雨将两边不高的山都削成了峭壁。  

Eagle Nest 



  

 这里最主要的危险是沙漠气候，说变就变，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夏天不仅气温很高，时常还会电闪

雷鸣，在旷野里遇到雷电是件很不妙的事情。春秋冬三季通常比较少雨，气温也还可以忍受。但无论是

何季节，每次雨后，谷底的粘土都会让你寸步难行。既然是叫荒地，千万别把它当作去国家公园散步。 

这里不仅没有任何路，两边的峭壁和谷底的沟沟坎坎让你无法直线行走，又没有显著的地理标志，第一

次去没有野外GPS的话迷失方向的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尤其是天黑之后，没有GPS指路，能走回停车场的

几率几乎为零。 

 

摄影者的圣地 

 走进毕斯泰的荒野，便像是进入与世隔绝的圣地，常常整天也见不着一个人影,唯有天地为伴，山

石为伍。进入荒地的摄影者，又像是恭恭敬敬的朝圣者，不敢对这里每一块土地有丝毫的亵渎。 这些石

柱其实都是一块块坐在粘土上的石头，周围的粘土被雨水冲洗掉，剩下一个个顶着石块的粘土柱子。 这

些脆弱的石柱，很多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倒塌。 但是走遍毕斯泰，几乎见不到人为损坏的痕迹，更是见不

到别人留下的垃圾。即使不小心留下什么杂物，后来的人也会捡了带出去。热爱风光摄影的人一定是个

热爱自然的人。 



  

Fly Away 



  

恐龙蛋工厂 

 毕斯泰荒地

布满了奇形怪状的

石柱。进入毕斯泰

的摄影师，都会被

她神奇的地貌所吸

引而流连忘返。 

在这片旷野上最神

奇的地方恐怕要算

一片叫恐龙蛋工厂

的石头。这里的一

块块被风化的石头

像是许多开裂的恐

龙蛋躺在一片平地

上。 

Bisti Blue 



  

 以前要寻找“恐龙蛋”几乎是大海捞针。

这些石头不大，躺在谷底，要走到离他们二三

十米处才能看见。记得有个摄影师进去十来次

之后才碰到。在信息时代，输入坐标N36°

16’02”，W108°13’26”，野地里步行两英里便可

到达。第一次找到“恐龙蛋”，兴奋之情难以

用言语表达,但是真正要去拍它却并非易事。 

恐龙蛋工厂周围都是山，早晨的光要很晚才能

够照到石头上，那时的光已经失去了黄金时刻

的辉煌。西面的山比较远，所以傍晚拍摄是比

较好的时机。日落拍摄动作就要非常快，拍几

张就得往回赶，否则就会面临着在黑暗之中走

出旷野。恐龙蛋工厂离停车场直线距离几乎两

英里，夜里跨过沟沟坎坎走出来会很困难，除

非你准备在荒野里过夜。 

Dawn at Bisti 



 

龙的传说 

 2010年我第一次进毕斯泰荒地。那是一个阴天，我

花了不少时间在拍摄一大片奇形怪状的石头。当我站起

身来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身后一串不起眼的石头。 

端详许久，越看越觉得像一条龙, 于是拍了几张，但是

毫无光色的天气让效果并不理想。 

 2011年我二进毕斯泰。在我刚走进荒地的时候，一

大片乌云从西方升起。我立刻想起那条让我念念不忘的

“龙”。乌云的方位正适合我重新拍摄那串石头。这次

驾轻就熟，找到那串石头，构图一年前就琢磨好了。 

用16mm广角，一次曝光，无需任何滤镜。几分钟内就

完成。 

 2012年我三进毕斯泰，又去故地重游，寻找我那条

念念不忘的巨龙。当我找到的时候，“龙”头已经倒

塌。风雨的侵蚀让这千百年造就的奇石毁于一旦。当这

张片子被收进1x的画册“No Word”的时候，我不禁地

感慨,谁说风光摄影不是历史的记录呢？这张“绝版”

正是记录了这片荒地上曾经的传说。 

 Tail of Dragon 

 



  

魔指 

 毕斯泰是风光摄影师的大观园，只要进去之后便会兴奋异常。但是开始的新鲜劲冷却了点之后，难题便来

了。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几乎没有什么色彩，除非只想出黑白片，要点色彩便不得不靠上天的恩惠。只有早晚

黄金时刻的光，才能给这些

灰蒙蒙的石头披上一层色

彩。  

 离北停车场很近的一

处景点，也是毕斯泰里拍摄

日落的最佳地点之一。不仅

如此，拍完日落还可以在天

色完全黑透之前走回停车

场。几进毕斯泰，前后十多

天，就这么一次红霞漫天。

机会稍纵即逝，熟悉的构图

早已在记忆之中。等彩云绕

在石指上的瞬间按下快门，

记录下难得的瞬间。   

 
 

Magic Finger 



  

张志壮 (北京张子，美国) 
张志壮 (北京张子，美国) 



  

 开过了一个急转弯，阳光突然就穿过云层飘洒了下来。雨并没有停，阳光中还不断地给前挡风上添加

着几点晶莹，有时候我甚至有点儿不舍得打开雨刷把这美丽抹去。眼前所有的色彩因这阳光而闪烁跳耀了

起来，不舍得带上墨镜，尽管阳光有些刺眼也想要把所有的细节看得更真切一些。车里的气氛随着这光线

而活跃弥漫开来，音响里突然响起了《生如夏花》，感觉timing简直不可能更好了，时间不能停滞，只能

尽全力去感受这一刻短暂的美好。 

 

 在冰岛的一路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碰到火山爆发，一方面当然是能拍些特别的片子，更多的是希望能够

被封在冰岛，有个好理由不用回到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就能这样继续地身体疲劳着，精神放松着，心情愉

快着...... 

 

 第一次尝试给自己做了一本photo book就送给了冰岛。首页上我写到“As I close my eyes, I can 

still hear the wind blows past my ears, I can still feel the rain drops over my shoulders". 

尽量找理由找时间放任一下自己，闭上眼，好让我又能沐浴在记忆里的那些阳光和风雨里，这霎那好像只

听到山顶风吹草动的宁静，下个瞬间又被笼罩在Dettifoss汹涌澎湃的轰鸣之中...... 

每走过看过一个新的地方感觉自己都会对很多东西有新的理解，感激和欣赏，这一路也要感谢这首《生如

夏花》，反复听了很多遍，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每次都总有几段旋律或词句会很奇妙地触动一下我。回来

翻出泰戈尔的那首《生如夏花》，也好好让自己在那些美丽的诗句里沉醉了一下。在冰川，在海滩，在沙

漠，在高山，至少在那些短暂，宁静而简单的瞬间里我希望自己一直都能做到那样的“一路走来一路盛

开”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 



  

 冰岛有着丰富的地形地貌，而位于中部的高地

区域有丰富的地热和火山分布，地貌更是层出不穷，

每十分钟的车程都好像穿越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山路

转角处宁静的乳蓝色的高山湖，穿过一道山梁后绵延

起伏被绿色苔藓覆盖的一群群小山包，好似外星球一

样的戈壁旷野。冰岛的每一个转角都带给了我很多这

样的惊喜，当然也带给了我很多的遗憾。一路上就这

样走走停停，太多地方都让我不可避免地耐心重复着

支开脚架，调节相机，等待光线这样的操作步骤。

GPS上建议的两，三小时车程通常也都因为这些停留

变成了六小时，八小时，即便是这样，还是很多美景

不得不咬咬牙一脚油门儿开过去了事，眼不见心不烦

了。 

 中部的高地区域通常只能在每年的六到九月进

入，四轮驱动的高底盘车辆是最好的选择。有些路段

需要驾车穿过河流，建议跨越之前先下车查看水深和

河底的结构以免陷车，通常还需要注意由于温度变化

同一段河道在下午的时候水深比清早要更高。冰岛有

很多公司提供专业的越野吉普和驾驶服务，在冬季需

要到达高地区域可以找专业的驾驶员提供服务。 



  



  

 由于洋流带来的丰富降雨，冰岛是世界上

瀑布密度最高的国家，更是所有喜欢水和瀑布

拍摄者的天堂。 

  



  

Dettifoss，欧洲水量最大的瀑布，也是很多电影里采景的地点。 



  

Godafoss，冰岛最负盛名的瀑布之一。冰岛对摄影师来说另外的一个优点就是大多数拍摄地点就在停车场旁。 



  

 冰岛有着丰富的火山地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些远古岩浆凝结后形成的规则的六棱住体，而冰岛首都

的大教堂也把外墙设计成了这样有代表性的结构。 



  

 冰岛著名的冰湖的出海口旁边有一片黑

色的沙滩，上面总散落着成百上千的各种大

小的冰块，大的竟然有一辆汽车的大小。每

天的清晨和傍晚都有世界各地来的摄影爱好

者聚集在黑沙滩上忙着拍摄这里的神奇景

象。冰湖附近好像永远大风大浪，当然也正

是借助这样的天气才能有这么多的冰块被推

上了海滩。 

 拍摄这些冰块需要很多的耐心，每个浪

上来都会挪动这些冰块，所以如果有小的冰

块在布景里，基本每拍一张就需要重新构

图，有时候刚构好图拧紧球头，一个浪已经

又把冰块挪动了。而也有很多时候一切都准

备好了，但来的浪实在太大了，所有人都只

能抄起相机和脚架落荒而逃。 

 



  

 Jokulsarlon冰湖，也是到冰岛必须要亲身感受的景观，碰到好天气能够看到湖对岸气势磅礴的冰川，这里

也是好几部007电影的取景地。 



  

Jokulsarlon冰湖出海口旁边的黑色沙滩上有着数不尽的大小不一的冰块。 



  



  

 冰岛也是动物拍摄者的乐园。 

 每年的七和八月是拍摄硬嘴海鹦的

最好时间。这些可爱的小鸟在这段交配期

里喙是非常鲜艳的红色，而当它们去南非

过冬的时候喙便会变成灰白色。 

 由于严格的马匹进口禁令，冰岛马

是现今世界上最纯种的马匹。冰岛马身材

并不高大，性情非常温顺而非常喜欢和人

类接触。 



  



    

                    邂逅国鸟：  一个自然风光摄影师的运气  

                                                                                                                     吴海辰 （杰夫, 加拿大） 

 在非洲，拍鸟是一种神奇的经历，因为非洲有许多鸟的品种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其中最让人喜爱的

一定是Lilac Breasted 

Roller    ---紫胸佛法僧

（也译做丁香胸辊

鸟）。因为其羽色华

丽，色泽鲜艳，有人

也叫它非洲五色鸟，

它亦是肯尼亚和博茨

瓦纳两个国家的国

鸟，所以我们摄影团

（后院行动一团）的

摄友们亲切地称它为

“国鸟”。 

 



    

   漂绿色头顶，桃红色的胸脖，翠绿到湖蓝色的翅膀，红棕色后背，它是非洲最美丽的小型鸟，

尤其它身上的蓝绿两色会根据环境光的强度而改变。         



    

 去非洲三次，自然拍到不少国鸟的片

子，站版飞版都有，但是我最难忘的是第

一次邂逅国鸟的拍摄经历。      



    

 对于一个自然风光或是野生动物摄影师来说，运气总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还记得在数码相机

之前我们拍胶片或反转片的年代，我们经常扫山扫水带着相机接一个广角镜头上好一卷50定的胶卷，希

望拍到美丽的风景照，但是运气总是让我们看见的是一片平平无奇的风景，却有一只大蓝鹭叼着一条鱼

停在不远的树枝上，在我们手忙脚乱的换上长焦镜头，倒出50定胶卷，再装上适于低光的400定胶卷的

同时，我们眼睁睁的看着那只鸟吞下硕大鱼身，施施然飞走了，这时我们知道啥叫倒霉，别笑，这是真

事儿。我们经常发现我们装的镜头不对，拍摄环境太暗或太亮，快门太快或太慢，或者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你能看到的只是某种动物的后臀对着你。 

 

 就像赌徒总是希望下一次一定会手顺，下一次一定会赢。摄影师尽管总是错过最宝贵的瞬间，我们

总是寄希望于下一次，相信下一次我们会抓住那张“完胜之作”。确实，像赌徒一样，你做这一行时间

长了，你也偶尔真会撞个大运。对我来说，拍摄野生动物的最幸运的片子莫过于我第一次拍到肯尼亚著

名的“国鸟”。 



    

 2012年2月，我第一次去非洲拍摄，对于热爱野生动物摄影的我来说，是老鼠掉在了米缸里。话说那一

天，我和另外两个好朋友，多伦多摄影俱乐部的摄影师Ann Alimi 和Elaine Ho在肯尼亚的Masai Mala 国家公园

从日出拍到中午12点半，那是一个典型的非洲正午，奇热无比，大部分的动物都躲在树荫下，Elaine不知道

她的新相机耗电奇快，电池一下死了。我们决定回去等傍晚凉下来，动物们再次活跃时再出来。刚转头，我

看见几只野牛躺在一颗非洲特有的金合欢树下，觉得挺非洲的，就让司机停车，用我的佳能60D加广角镜拍

下来，突然Elaine指着树顶上一只刚落

下的蓝鸟叫我：“杰夫，快拍它，这

鸟真漂亮！”她有一只长焦但是相机

没电，Ann用的是一个全幅的尼康D700

和一个80-400mm的长焦，没有增距

镜，太远，够不上。 

 我一把抓起我的佳能7D，已经接

上了300mm F2.8的大炮和1.4倍的增距

镜，再加上1.6倍的Aps-C窄幅相机的增

距效果，等于给了我一个全幅加

672mm F4超长焦, 对着那只鸟拍… 



    

 透过镜头我认出这就是久闻其名

而素未谋面的“国鸟”，我的心不禁

开始狂跳起来。我刚拍了几张静态

照， 突然，小鸟开始抖翅… 



    

 我以为他要飞，一下把快门按到底压住，佳能7D以每秒8幅的速度啪啪啪开始连拍，就在那一刹那，不

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第二只辊鸟从左上角冲入

画面，嘴里还叼着一只大虫

子！原来第二只鸟才是第一只

抖翅的原因。惊讶，兴奋，激

动，刺激，我只会张着大嘴拼

命拍到相机的缓冲器全满，然

后才从地板上把下巴捡回来。

这得算是我拍到的最幸运的飞

版鸟片了，我赶紧检查片子的

锐度，因为我知道拍时我激动

的手抖得厉害，锐！在正午的

强光下我的快门速度是6400分

之一秒，我成功的抓拍到了这

张“完胜之作”。我不禁哈哈

大笑，反反复复的唠叨：“我

拍到了， 我拍到了！”… 

 Elaine冷冷地说：“行了行了，我们知道了”，Ann也不耐烦的随声附合：“行了，闭嘴吧”可我还是像

个8岁孩子看着相机的显示屏不停的傻笑… 



    

 像赌徒抓了同花顺，全齐了。翼型，翼位，和两只鸟的互动都很好，至今我去非洲3次，这

张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国鸟片子。 



  

 意外并没到此为止，各位看官如果以为第二只鸟是来喂第一只的，那你就错了！它停在了下

面的树枝上自己吞了那只虫子！ 

 前 天 买

了新的摄影

包准备八月

再去非洲拍

摄 ，LD笑

我：又去看

你 的 国 鸟

吧，她对野

生动物摄影

不 是 很 感

冒，但是她

第一次看到

国 鸟 片 子

时，也忍不

住 惊 叹 ：

“真美!”  

 

  

  



    

  八月我会再回非洲，八月我和国鸟有个约会。 



 

      

   

 

 

 

 

                             坠入梦境：九月的加拿大落基山 

                                                                徐梅（梦中画，美国） 

 坐在直升机里，我有点紧张，有点兴奋，更有点迫不及待。望着窗外不断闪现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

我更加确切地知道了，我正在飞向一个世外桃源，一个梦一样的地方。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我们终于踏

上了加拿大落基山那片美丽的土地。十二天

的行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梦一样的地

方：Mt. Assiniboine. 我们在那里住了4

天。  

 Mt. Assiniboine是加拿大落基山脉南

边最高的山峰，海拔3618米，它金字塔似的

山体酷似瑞士的Matterhorn山峰，因此它有

个别称：北美的Matterhorn. 因为特殊的地

理环境，Mt. Assiniboine附近没有修建公

路，要进入Mt. Assiniboine Provincial 

Park只能乘坐直升机或者徒步。关于在那里住宿，露营，徒步和直升机运行等信息，请参见：http://

www.assiniboinelodge.com/,   http://www.env.gov.bc.ca/bcparks/explore/parkpgs/mt_assiniboine/

trail_report.pdf.  

  



 

 我们这次是自带睡袋住在小木屋里。小木屋很简陋，上下铺的木床，每张床上一张睡垫，别无其

他。小木屋附近有一公用厨房，有煤气，炉头和烧水的壶。其他餐具，食品需要自带。我们准备的是

Backpacker's Pantry的干粮和方便面，早中晚三餐连续吃了4天这样的食品，吃到最后如同嚼蜡，难

以下咽。  

 

 没有美食，但美景却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拍摄Mt. Assiniboine的最佳位置是在Nub Peak. 我们下午一点多钟到达，把行李搬运到离停机

坪半公里的小木屋，简单休整，吃完午餐后，就按照既定计划直奔Nub Peak。从我们的住地到Nub 

Peak有5.5公里的路程，海拔升高550米，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赶到。那天秋高气爽，沿途风景宜人，但

最美的风景还是在Nub Peak。经过两个多小时爬涉，我们到达Nub Peak。              

 从Nub Peak放眼望去，两座山峰（Mt. Assiniboine， Sunburst Peak）和它们山脚下的三个湖

泊（Magog Lake, Sunburst Lake，Cerulean Lake）相间排列，错落有致。当夕阳西下时，余晖洒

落，云彩飞扬，山水相依，那样的美景让我们在不停按动快门的同时也不停地赞叹：太美了，太美

了，太美了！   



  

 

 

Mt. Assiniboine Dusk 



 

 

 拍完日落，天色渐晚，我们抓紧时间下山以防与熊相遇。其实，那天，老天爷特别仁厚，还给我们安排

了另外一场艳遇，但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埋头赶路。下山下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个同伴落在

后面，于是我们放下背

包，支开脚架，在等同伴

的同时也顺便拍几张。第

一张30秒曝光出来，一见

倾心！天空中的云彩，竟

然还红着？揉揉眼睛再

看，是的，竟然还红着！

艳遇来的太突然，有些措

手不及，当时天色已经很

暗了，我们肉眼是看不到

的呀。真是不拍不知道，

世界真奇妙（图见本期封

面）。  

 之后的三天里，我们

又重返故地，分别拍摄星

空和晨曦，两次光色各不

相同，但都如同仙境一般

美不胜收。 

  

  

Moon Burst at Sunburst Peak 



  

 

在十二天的行程里，除了Mt. Assiniboine, 我们在Wedge Pond也得到了老天爷的眷顾。Wedge Pond位于

Kananaskis Country

境内，四面环山，山

体都很有特色。我们

在10个小时内去了两

次，一次拍黄昏，一

次拍星空和晨曦。每

次都是湖平如镜，云

彩也相当给力，特别

是那个清晨，一席烟

波，两条彩云，几簇

秋色，夫复何求？   

Autumn Morning  



 

 

 我们另一个拍摄重点是Lake O'hara，这是一个位于Yoho国家公园内的景区。出于环境保护的考量，

进入这个景区只能徒步或乘坐公园的大巴。关于这个景区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考这个网站：http://

www.lakeohara.com/。  

 我 们 在 L a k e 

O'hara住了两晚。第

一天，我们乘坐3个月

前订下的巴士，在雨

中到达营地，在雨中

搭建帐篷，在雨中登

山，在雨中等候云开

雾散。。。虽然我们

最终没有等到非常特

别的光色，但是坐在

湿润的岩石上，听着

淅淅沥沥的雨声，目

睹奇异的山峰和宝蓝

色的湖泊在云雾中时

隐时现，也如痴如醉,

如入仙境！  

Lake O’hara 



 

 

 Lake O'hare景区里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美，绝对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可惜我们时间短暂，只走了2，3

个登山道。希望今后有机会去玩遍里面的每一座山，每一个湖。  

 十二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开始这段摄影之旅之前，我是忐忑不安的，担心早晚的云霞会不会精

彩？夜晚的天空会不会繁

星闪烁？华氏零度的睡袋

能不能抵抗寒冷？在那个

熊的家园，我们会不会遇

见熊，遇见了，是拍，还

是逃？12天的行程下来，

我们有惊喜，也有失望。

想到的发生了，没想到的

也发生了。我们曾在月光

下 赞 叹 “ 仙 境 啊 ， 仙

境！”，也曾在月光中慌

乱地寻找回营地的路，而

顾不上欣赏月色笼罩中的

美景；我们在有云的日子

里欢呼，在没云的日子里

哀叹；我们也遇见熊了，

我没拍，也没逃，它逃了。。。 A View from Opabin Plateau  

 



 

 

 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在整理片子的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再入梦境。。。 

Twilight at Maligne Lake 



 

谢谢您的浏览，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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