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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编辑  ： 北京张子 

其实，也许和很多人一样，这就是我每天上班时看到的“天空”，还好，我在大多数时间

里是乐观的 :-)   

两年前把自己博客上的自我状态改成了“不为摄影，只为旅行”，当时好像更多是给自己

拍摄没有进步的一种借口，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根本不信，因为有些瞬间对于我来说就是永

恒。 

两年一晃而过，每天里面对的还是这片“天空”，哦，不过是从一座楼的三层换到了二

层。也正是每天的这种重复才促使我把几乎所有的假期花在了路上，因为只有在那些在路

上的时候，天才更蔚蓝，风才更清澈，阳光也更灿烂，而终于站在了没有水泥混凝土能遮

挡住我视线的那些地方，才又一次次惊喜地发现原来每天的日出日落都是不同的，但都那

么的绚烂。 

风光摄影师的路很多时候是艰辛的，有些过程甚至可以用痛苦来形容。而对于他们来说褒

奖也是极其丰厚的，那些瞬间的永恒又如何能以任何计算单位来量化衡量。对于我，那些

瞬间还有一层更特殊的意义，就是帮我确认我并没有失去自己所有的梦想。 

值得一提的4aperture大事记： 

 摄影师阿刘加盟4aperture 

 4aperture在北美的第一次摄影讲座“一张作品的诞生—与大师对话”在多伦多取得完满的成功 

 从这一期4aperture季刊开始我们将登载技术分享类文章，希望对我们杂志的读者能有所帮助** 
 

** 我也算是挖空心思才抢到了这期的编辑工作，就正是希望能最早看到这些技术分享 :-) 



图一 



雾天摄影的构图与对焦   -  阿刘 

 

雾天摄影的构图 

在讨论雾天拍摄的构图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光线特质，在日出前半个小时的红光掩映下，雾天扩散这种色彩，所以构图也要将红色和蓝

色这冷暖两种调子收进来。日出后半个小时，红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光，所以寻找侧逆光的燃烧感或者跟金光相配的顺光构图是重

中之重。此时也是拍摄丁达尔现象光束造型的好时间段。没有阳光的雾天拍摄由于光比低，对比度低，所以整个画面形成统一调子，这

个时候如果选取跳出该调子的颜色作为构图中心就会形成强烈的对比和视觉冲击力。让我们来逐一看一下这些种情况。 

首先，日出前半个小时的红光配上浓雾，这个时间段拍摄构图比较简单，只要抓住红蓝两种对比，一般来讲构图都不会出错，比如图二

中的作品。该作品的构图就是中规中矩的分层，从雾的形态着手，以日出前红色为主调子往下扩散，红，蓝，白，绿。景物方面，树

木，房子，电线杆等等都是同一水平线上被雾渲染的物体，它们也都是我们生活中极易发现的拍摄对象。相对于这种简单的构图方式，

日出前半个小时的光线还为我们提供了颜色弥散进整个画面的好处，所以构图时要注意寻找这种站立在雾中的个体，以大环境色为背

景，行成一种漂浮在天上的感觉，请看图三。这幅作品中我找到了两只正在吃草的小鹿，它们所处的环境刚好被浓雾笼罩，而且由于光

线的缘故，整个画面都染上了橙色，它们仿佛漂浮在空中，带有仙境的味道。所以寻找雾中固定不动或者单一的物体也是构图的不二法

宝。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构图方式，我们还可以寻找雾天登高望远的机会去捕捉雾本身的形态，比如雾锁金门大桥的大场面，或者黄山诸峰

在浓雾中若隐若现的奇景，这些大的构图方式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只要人到了这个位置，基本上都不会错过。如图一，这幅远眺浓雾森

林的作品。 

日出后半个小时的金光在有雾的情况就是我们提到过的逆光拍摄时出现的“燃烧感”，如图四所示。该作品升腾起来的雾气被太阳光一照

就呈现出火焰般的金色，而这个构图角度也是侧逆光，否则就不会有这种透过雾气看到光线的效果，图五也是类似的概念。 

 



不过大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幅作品中都是取了独到的景物，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逆光拍摄雾片而只关注雾本身的颜色和形态的

话，还不足以抓住观众的眼球。我们更需要从中找到“实”的物体，无论是房子等人造物，还是树木，石头等大自然的对象，这些不动的

物体在虚化的雾气中可以作为坐标和参照，让眼睛有停留的锚点。另外颜色也需重点考虑，比如金色的雾气中红色，绿色的点缀都是造

成冲突，提供故事的好办法。 

在日出后半个小时的雾中，我们还可以做顺光拍摄，大家不难发现，顺光拍摄的雾片景物本身必须出彩，雾营造的是一种氛围，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如图六所示另一个例子，这里雾虽然不浓，但是效果也已经出来了。 

这幅作品如果没有雾的参与，也是很不错的景色，而一点点升腾起来的雾气让景物更有画意。另外雾天最好找水塘等形成倒影，这不仅

仅适用于景物本身的倒影，还有拍摄雾气的妙用，我们可以看图七为例。该作品浓雾将太阳遮盖，所以呈现出金色，梦幻的感觉，通过

静静的湖水反光，更是整个画面都充满金色，让人分不清倒影和实际，而这个就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 而这个就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

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太阳纳入构图，而此时由于浓雾弱化了太阳的曝光，所以拍摄起来更容易操作，如图八所示。该构图将太

阳放在栅栏的线条上做切割状，完全是由于雾气弱化了过曝的部分，所以使得我们可以随意放置太阳，而这在没有浓雾的天气下是很难

实现的。 

对于没有光线的雾天，构图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前面我们提到了无光的雾天光比低，对比度低，所以要选择跳出画面整体调子的

颜色作为主构图点，那么这又是具体怎么实现的呢？请看图九的例子。在这幅大雾天拍出的作品中，太阳被遮盖，也没有精彩的红光，

金光，这个时候我们要寻找和整体的蓝调子行成对比的红色或者黄色作为主体，如图中两个红色的房子，在整体的调子中非常出彩。当

然，由于对比度低，所以从相机中直出的图片不免看不清这点红色，所以我们后期要对它加强。再看图十的例子。这幅图中房子被画面

整体的灰调子淹没，但是房檐的红漆却很跳，试想如果房子也是跟周围一样充满了灰调子，观众的视线就缺少一个落脚点。而找到这个

房子之后选择构图也是要以突出这种颜色为目的，所以正面拍摄，让红色显露出来，居中或者占边都可以，但灰调子一定要充满画面，

然后拉远主体以达到强调主体的目的。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雾天摄影的对焦  

拍摄大场面风光片的一般对焦规律就是寻找到一个离镜头稍微近一点

的物体进行对焦，这主要是因为景色本身离拍摄点很远，所以不需要

考虑具体的对焦点。不过在雾很大的情况下，对焦可能会有偏差，甚

至出现对不上的情况，这是由于相机本身的自动对焦和手动辅助对焦

是通过寻找拍摄物体的对比来实现的，也就是明确的线条，清晰的明

暗交接处等等，然而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雾天的对比度很低，这就可能

造成镜头反复寻找也无法最终对焦。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手段一般有

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采用手动对焦，将对焦环置于无限远的位

置，给一个相对小的光圈，比如说8，根据超焦距的概念，远处的景物

一定是在焦内的。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不必进行判断，只要简单拧对

焦环到无限远就解决了问题。那么如果拍摄的景物不是很远，而我们

一定要检查是否对上焦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还是要使用手动对焦，

并尝试拧对焦环到辅助对焦点圆亮，如果我们怎么调整都无法出现辅

助对焦提示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的第二种办法就是直接用眼睛

去看。这种办法应该算是对焦中最后的选择了，因为很多时候眼睛不

容易判断所拍景物是否对上焦，所以反复观看，并且借助相机后面的

LCD屏幕放大检查是较好的办法。  

图七 



图八 



图九 



图十 



美西南的星空  -  John Fan 

 

美国的西南部四个州（新墨西哥，犹他，科罗拉多和亚利桑那州）的交界处叫四角落(Four Corners)。这一点是美国地理上唯一有四

个州边界相会的地点。四角落周边广阔无垠的红土地集中了美国二十个国家公园。这里是风光摄影的天堂，有着一生也拍不完的景

致。它独特的地貌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和不计其数的摄影师。四角落地区人烟稀少，只有些零零落落的小镇。离开小镇几十里，夜晚

的光污染就很少。加上气候干燥，空气里水分极少，使得夜间能见度很高。所以这里是北美拍摄星空的最佳去处之一。在大城市生活

久了，人世间的繁杂让我们忘却了大自然的原貌。来到这荒野里才知道什么叫满天繁星。 

星空的摄影大致以静态和动态之分。动态是指用长曝光拍成的星轨，而静态是指星星在画片里看上去是一点，比较符合视觉的习惯。

这里只讨论静态的星空，星轨的拍摄又是另外一门学问。  

 

夜幕下的White Pocket，是星辰与异石幽会的地方。 这里罕有人迹，满天的星斗近得探手可摘。明月高照之下的White Pocket更是拍

摄夜景的好机会。地面被月光照亮，构图方便，取景器里就可以看清前景。天空用ISO3200，F2.8, 30秒曝光即可。满月下的前景比天

空亮很多，需要调整曝光另外拍一张。为了提高画质和锐度，第二张用了ISO400, F5.6, 4分钟曝光。后期将两张分别放在Photoshop的

两个图层里，第一张在上第二张在下，将第一张蒙版擦去地面部分就完成了。 





地球不停地在转动，假定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还是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的话，每颗星在24小时中要绕地球一圈  。夜里拍摄都是比较长的曝

光，理论上来说不可能把星星拍成个个点，每颗星拍出来都是一根线似的轨迹。不过曝光时间足够短的话，这根很短的线在画面上看起

来就像个点了。在35毫米的时代，有个叫600的规则说用600除上焦距便是能把星星拍成点状的最长曝光时间。比如用24毫米的广角，曝

光时间就不能超过25秒(600/24=25)。这个算法严格上只对8x10吋的输出适用，如果打印更大的照片，曝光时间还要更短。大多数在西南

旷野拍的静态星空都是用超广角来拍摄，我最常用的是16毫米广角，所以只要记住曝光不能超过30秒就行了。 

除了曝光时间，剩下的曝光参数只有光圈和ISO。夜里拍摄，一般是曝光不足，不用担心星星过曝。星星本来就是个白点，过曝的星星

还是个白点。光圈需要用最大，ISO也需要调到很高。提高ISO就会增加噪点。目前的全幅相机，用到ISO3200噪点还可以接受。 

星空的曝光参数决定之后，下一步是决定前景的曝光参数。前景和夜空的亮度可能相差很大，所以常常要分两次曝光。拍夜景的困难之

一是取景。取景框很暗，无法看清楚。幸好夜行者都会带着手电，用手电照亮前景会帮助取景。大致地取景之后，可以先试拍几张来确

定构图和前景的曝光参数。为了节省时间，可以用最大光圈，同时将ISO调到很高。比如用2.8光圈，ISO12800去试拍。 试了几张之后知

道15秒曝光正合适。如果将ISO减低到1600要八倍的曝光（12800/1600 = 8），所以需要两分钟。如果光圈再减少到5.6来增加景深，又须

要增加4倍的曝光（5.6/2.8 = 2，2的平方是4）。这样就要八分钟曝光了。最后的曝光参数可能是ISO1600，F5.6，8分钟。这样每一张需

要16分钟时间，8分钟曝光，8分钟降噪。当然用更低的ISO噪点会更低，但是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 

夜间拍摄，相机的测光系统和聚焦系统完全不可靠，一切需要手动。聚焦点需要用超焦距，这样前景和星星都有合适的锐度。幸好是用

超广角，景深巨大，只要将聚焦点放在3到5米之处就行了。 

 

要拍银河要多费些周折。银河的亮度很弱，在西南的荒野里肉眼也只能勉强看见。通常需要在无月光的夜晚拍摄。否则月光的强度大大

超过银河，就无法拍摄。但是每月有两次机会可以同一时刻拍摄月光下的地面和天空的银河，这就是在初见新月和最后残月之时，因为

这时月光最弱。即使如此，月亮和银河也不能在同一画面之中，否则月光会完全掩盖银河。 

在South Coyote Butte，我正遇上这样的夜晚。月升之时，天空和地面需要的曝光量几乎一样，这是拍摄银河最容易的状况。地面比较

亮，取景器里可以勉强看清前景。天空还是ISO3200，F2.8, 30秒曝光。这张片子一次成像就可以准确曝光。但是为了提高前景的的画质

和锐度，我还是拍了第二张，ISO1600, F5.6, 4分钟曝光。两张片子几乎同样曝光量，放在两个图层里，第一张在上第二张在下，将第一

张蒙版擦去地面。 





通常拍摄银河时机是选择在毫无月光的夜晚。但是由于没有月光，前景就会一片漆黑。拍摄可见的前景是主要的难题。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人工补光，用手电或闪光灯照亮前景。二是靠后期合成，在天亮的时候再拍摄前景。  

Cathedral Valley是美国光污染最少的地方之一，非常合适拍摄银河。在月亮还未升起的夜晚，我支好脚架，用高ISO试拍了几张决定构

图。然后用ISO3200，F2.8，30秒曝光拍摄了银河。这时前景的岩石一片漆黑。在日出前半小时，已经有微弱的光线照亮前景的时候，

我在同样的机位拍摄了前景。这时前景的拍摄和白天没什么区别，小光圈加大景深，低ISO减低噪点，自动曝光。聚焦点还是使用超焦

距的原则。 

后期还是同样做法。将两张放在两个图层里，第一张在上第二张在下，将第一张蒙版擦去地面部分。但是由于两张曝光量完全不同，

两个图层的明暗度需要作调整，直到视觉上可以接受为止。 

 

从这几张片子的拍摄过程看，拍摄星空的前期后期方法都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对时机的掌握。首先要知道月升和月落的时间。如果整

夜有月光，拍银河的念头就该打消，不过月光下的景色也别有一番风味。对每个季节银河最亮的一端在天空的位置也要有所了解，以

此决定天黑之后拍摄天空还是天亮之前拍摄。天亮前拍摄比较简单，拍完银河机位不动，等一会天亮就可以拍前景，再等会拍日出，

一气呵成。天黑之后拍银河麻烦些。如果晚上太阳落山后先拍前景，不知道银河的准确位置，只能估计，构图很难精确掌握。拍完前

景等到天光尽黑再拍银河。如果运气不佳，银河在构图中不理想，就只好重新构图，再拍星空。然后将相机留在原处过夜，第二天天

亮之前拍前景了。好在西南旷野里方圆许多里大概就你一人，不用担心你的相机会不翼而飞。  







一个非洲的日落   -  杰夫 

谈谈超长焦镜头的景深扩展  

 

景深扩展（Focus Stacking）是在微距和风光摄影里常用的技巧，而用超长焦（400mm以上）镜头来做景深叠加，则是非常罕见的。其

实，就叠加而言，微距镜头和超长焦镜头成像有极为类似的特性--景深相对较短，只不过，我们一般是利用其景深短的特点让物体（如

鸟，动物）从背景中凸现出来，而很少用来拍对景深要求一般较广的风光片子。但是，当超长焦镜头是唯一的风光镜头选择时,景深扩展

也变成了唯一的技术手段。  

在马塞马拉大草原上，日落时分山脚下飘逸着淡淡的薄雾，把辉煌的日落柔化成了完美的“非洲金”，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时，所有人

都屏住了呼吸，那一刻的美丽是语言无法形容的，但是试图拍摄时的难度相当大，这一队转角牛羚（Topi）在距我们100米以外，如果我

们试图靠近，它们会离开这个位置，而时间也不允许我们等到另一队动物走到这个完美的构图里，这样能拍到这个构图的镜头就是我的

500mm ，但是从前景里的牛羚到背后的合欢树之间有约20-30米的距离，即使我把光圈放到F22，景深也无法把前后景同时拉入焦距，所

以我决定用Focus Stacking来拍：第一步，我设置相机成Manual模式，F8,1/1000s ,ISO400. ISO400是这个旧相机（Canon1D MarkIV）拍风光

我可以接受的画质，F8和1/1000s是为了保证画面不糊又照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景深，在这个距离上（大于100米=330尺）小马4加

500mm，F8的景深在15米以上。然后我调整对焦点，连拍了九张，  

第一排的3张，对焦点（红框）在远处的树冠上，固定焦距后从左向右拍三张 

第二排的三张，对焦点下移到树和牛羚之间的草丛上，同样固定焦距后从左向右拍三张 

第三排的三张，对焦点对在牛羚身上，也是从左向右连拍3张，由于小马4每秒拍12张，这三张连拍在0.25秒内完成，我选择的拍摄瞬间

也是它们相对静止的一个瞬间，所以牛羚之间的相对位置没变过。以最快的速度改变对焦点，整个9张片子的连续拍摄时间不到3秒，以

避免光线和动物位置的改变造成的后期结合困难。 

构图上，注意每张片子和相邻片子的画面重叠（overlapping）比例大于30%，以利于后期结合。 

这样的9张一组，一共拍了6组，这一组是最好的,如下页图中所示。  





下一步，在Photoshop的ACR中同时打开这九张RAW片子，选一张细调后，把九张同步（SYNC），一起在Photoshop中打开，然后编号

1，2，。。9，存下来。第三步，在Photoshop里，点击File—Automate—Photomerge…以下的对话框会打开  

 



点击Browse…选择第一排的1，2，3三张片子，左边的LAYOUT选AUTO，然后点击OK，Photoshop会自动把三张片子结合成一张长片  



以同样的方法，把第二排的4，5，6连成第二张长片  

第三排，7，8，9同样处理  



最后垂直的把三张stack到一张，由于比较复杂，我就用手动。 

首先，把中间456拼的第二张长片，上下加canvas ，(photoshop—image--canvas size)来留好足够的空间  



然后，把另外两张长片叠加到这张片子上，透明度（opacity）50%，仔细移到与底片完全重合的位置停住，把透明度调回100%。  



然后给这两个新移上去的图层加上蒙版，放大到100%，在图上出焦的部分，把下一张同一位置但是在焦内细节刷出来，如图（在这里，

圆圈是模拟笔刷位置，笔刷右边是出焦的部分，左边是刷过有纹理细节的部分）  



这一步是最费时间的工作，要一点一点慢慢刷，把出焦的部分全部刷干净（尤其是从树到牛羚之间，前景里出焦部分不影响画面故事，

我特意没处理，用这一部分来强调焦内的动物和树）我这张大约刷了一个小时。 

刷完后，把三个图层压成（flatten image）一张TIFF.把边裁平，这张景深叠加就完成了。  

景深扩展（Focus Stacking,）是数码时代的新生技术，这两年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在四光圈小组里，云漫兄用百微拍的虫虫微距，乐乐妈

用广角头拍的马蹄莲，都是很好的例子，其实用哪一种镜头去做，都是为了摄影师的创作目的而服务的，希望这个文章可以帮到对这种

技巧有兴趣的摄友。 



On Top of the World 

Canon 5D Mark III, Canon EF 100mm L F2.8 IS Macro, Gitzo 3541 Tri-

pod, Manfrotto 405 Geared Head, No-brand Macro rail, RRS leveling 

base 



创照阳光   -  云漫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闪光灯的唯一用途，是在昏暗的环境下拍人像的时候补光。 

且不说在人像领域闪光灯有众多更有用的用途，在我专注的风光，自然和旅游摄影里，闪光灯也常有奇效。 我出门拍摄，摄影包里几

乎总装有一支闪光灯和一枚手电筒。它们是我的“秘密武器”，常常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帮我的忙。而我最喜欢的一个使用闪光灯的秘

密诀窍，就是用它来模仿阳光。  

去年夏天，一个杂志的编辑希望我能写一篇关于微距摄影的文章。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为文章以及杂志封面配一些新的照片。一

个清晨，我带上相机来到离家不远的一片草丛，因为我知道那里有蜗牛和各种昆虫出没。 

到达后没几分钟我就发现了这只小巧可爱的白色蜗牛 --- 它只有约7-8毫米大小。我迅速架设好设备 — 三脚架，三维云台，微距导轨，

佳能5D Mark III相机，以及佳能EF 100mm L微距镜头。我拍了几张蜗牛沿着草叶向上爬的照片。在清晨柔美的光线下，画面的色彩十分

漂亮。可是我不够满意。我觉得这样拍摄到的照片缺了一个点睛的亮点。我于是从摄影包里拿出了一枚佳能的580EX闪光灯。 

闪光灯是微距摄影师们最常用的设备之一，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是用闪光灯来照亮被摄物体（例如昆虫）。这是因为微距摄影的最佳时间

通常是在清晨，这时候花叶上常有漂亮的露水。因为低气温和露水的原因，昆虫一般也行动缓慢甚至静止不动，比较容易拍摄。早上拍

摄的另一个重要优点就是相对平静的空气— 要知道风是微距摄影最大的敌人，在微距镜头的高倍放大率下，哪怕是最轻微的晃动也会变

得非常明显。但此时的光线一般比较暗淡，而微距摄影有需要用极小的光圈来获得足够的景深，为了确保足够的快门速度，专用的微距

闪光灯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设备。 

可这次我并不打算用传统的闪光方式 —想象一下，白色的闪灯从正面照射到蜗牛上，这种大平光可能是最无趣的光线了。我希望能用闪

光灯营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效果。我决定用我最喜欢用的闪光灯技巧：用彩色滤色片并离机闪光，最后得到了这张我很满意的照片。 



这是同一场景下打开闪光灯和没用闪光灯的一系列对比照片。显然最终效果区别可谓天上地下。 



几天之后，我用同样的技巧拍摄了这张蚂蚱照片 

 

“X-Ray’ed” 

Canon 5D Mark III, Canon EF 100mm L F2.8 IS Macro, Gitzo 3541 Tri-

pod, Manfrotto 405 Geared Head, No-brand Macro rail, RRS leveling 

base. 



如何拍摄到这类照片  

我的办法是用闪光灯来“创照阳光”， 也就是模仿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但是直接闪光是不行的。大部

分人都把闪光灯装在机身的热靴上，可这样闪光会从被摄物体的正前方射出。而我们知道，最有刻画

力的光线是低角度侧光或逆光。另外闪光灯颜色惨白，而朝阳是漂亮温暖的桔黄色。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 

改变光线方向其实很简单：把闪光灯和机身分开。这样的离机闪光需要有同步设备来连接机身和闪光

灯，这样才能在按快门的同时触发闪光灯。解决的办法有三种。第一是用闪光同步电缆，可我非常不

喜欢这种方式，因为电缆用起来极其不便，而且距离也非常受限制。第二种是用红外无线引闪器。它

比有线连接方便灵活的多，价格也相对低廉。但红外线容易受阳光的干扰，另外红外线没有穿透物体

的能力，所以发射器和接收器必须相互能看见，中间不能有物体阻挡。第三种，也是我最喜欢的一

种，是用无线电引闪器。 它的抗干扰能力强，工作距离远，无线电也能穿透墙壁，树叶等阻挡物体，

从而允许把闪光灯藏在景物后面，实现更灵活的布光。我的摄影包里永远有一对普威（Pocketwizard）

闪光控制器。我在Canon EX580闪光灯上装了一个Pocketwizard FlexTT5无线收发器，在5D Mark III相机

上装上一个Pocketwizard MiniTT1无线发射器。它们可以相互通信，实现无线同步。  

那么如何改变闪光的色彩？多数闪光灯的色温设定在正午阳光的色彩（5500-6500°K），光线几乎是纯白色。而美妙温暖的初升的阳光

的色温大约是（1600-2000°K）。解决的办法是用滤色片。我在闪光灯上加上了一挡半的橙色滤色片CTO (Color Temperature Or-

ange)。 一挡CTO可以把5500°K 的白光变为2900°K左右的暖光。我把一片一档CTO和另一片半档ＣＴＯ叠加在一起，就可以把高色

温的白色闪光灯光线变成初升阳光的暖色。最后我把闪光灯输出亮度设为手动，试拍了几张后，确定了最佳输出功率。 

把所有这些设置好以后，我左手手持闪光灯，伸手把闪光灯放在蜗牛和草叶的背面，灯头对准镜头方向。当然我要确保取景器里看不到

闪光灯或我自己的手。当蜗牛爬到草叶最顶端的时候，我右手按下了相机遥控器的按钮。相机快门打开的瞬间，普威遥控器也触发了闪

光灯。温暖的逆光照亮的蜗牛和草叶，形成了一种美丽的，几乎透明的光照效果。 



散落在沙漠中的记忆 - 梦中画 

一提到沙漠，人们往往联想到燥热，干枯，荒芜等负能量的词汇，沙漠与它的两个三点水的部首似乎没有半点水的关系。其实，沙漠也

灵动如水，它既能像潺潺流水一样轻声低吟，也能如奔腾大海一般狂傲不羁。沙漠记录了风的足迹，演绎着光的妩媚，它随风飘送的是

荡气回肠的歌，随风飘落的是层层叠叠的诗。 



我曾经去过三处沙漠： 

1.美国科罗拉多州的Great Sand Dunes  

(http://www.nps.gov/grsa/index.htm) 

 

2.美国新墨西哥州的White Sands 

(http://www.nps.gov/whsa/index.htm) 

 

3.中国新疆的库姆塔格沙漠 

(http://trip.elong.com/kumutageshamo/zonghe/) 

 

Great Sand Dunes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沙漠，我们在那里遭遇大

风，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 “连绵沙丘无穷尽，浩瀚大漠

不见边。 疾风时挟雷鸣至，沙丘翻滚如泥丸。”沙打在脸上

刺刺的痛，相机，脚架也被沙暴侵袭，差点卡壳。 



一夜狂风之后，晨光降临，她轻盈如风，绚丽如梦，柔若繁花，醇似美酒。她催眠了整个沙丘，也灌醉了我。 

Great Sand Dunes背靠雪山，它拥有北美最高的沙丘，它的周围有草原，湿地，苔原，针叶林，白杨林，还有高山湖泊。因为它处于风

口的地理位置，这里经常狂风大作，想体验黄沙漫漫，这是一个绝好的去处。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White Sands比较特别，沙是白色的，风吹

的时候可能如同白雪飞扬。很遗憾，我去的时候无风，也就没

能看到那样的景观。无风的白色沙漠寂静无声，少了黄沙漫天

的桀傲不驯，多了些许似水柔情，尤其是在月光下。 

http://cy.hwxnet.com/view/khdhephnbnpcbaci.html


采集光影交织的诗篇 



一粒沙一音符，经风漫卷，受光轻抚，沙就

被编织成如泣如诉，如梦如幻的歌了。  



库姆塔格沙漠是中国第六大沙漠，位于新疆的鄯善县，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与城市相连的沙漠。在维吾尔语中，“库姆”的意思是沙

子，“塔格”的意思是山，库姆塔格顾名思义就是“沙山”。2002年，库姆塔格沙漠正式成为国家公园，一些相关设施得以建立，游人

可以骑骆驼或驱车领略沙漠中的异域风情。 



荒城遗梦 



沙漠掠影 



Lofoten, 童话世界里的梦幻时光 - 北京张子 

我喜欢清冷的环境，因为冷的感觉让我的思路变得格外的清晰。我爱冰的蓝，雪的白，因为那能让我对色彩更加敏锐。2013年在冬末走

过格陵兰之前，我梦想里北极的冬天应该就像上面这张图片里的风景一样，单一的，清冷的，纯粹到让我感动的那种蓝色。 



我对冬天，对冰雪，对海，对山峦都有一种接近狂热的迷恋，而

Lofoten的冬天恰恰就在那一小片土地上提供了我这所有的一切。 

岛上的地貌非常特殊，大开大放的雄伟壮阔之中又点缀着无限的

精致细节，当然还有我所意想不到的冬末里的温暖光线，更有夜

晚漫天舞蹈的极夜精灵。短短的六天，虽然有两天半的时间被雨

和雪封在小木屋里唉声叹气，但剩下的时间却享受到了宏大的视

觉盛宴，所有的郁闷，无聊和辛苦在那些美丽的瞬间里都烟消云

散。 

Lofoten在挪威语中是“山猫之脚”，就像是一把随意撒在海中的

小岛，锯齿状的山峰不算巍峨却形状秀美。二月的Lofoten已经走

出极夜，每天有六小时左右的低角度黄金光线，几乎可以说是三

小时的日出拍摄紧接着三小时的日落拍摄。岛上的天气变化多

端，上午狂风肆虐，中午却又可能是风和日丽。而阳光刚刚晒暖

了全身，转眼又飘起了细碎的雪珠，而穿过了一段隧道，闪耀着

的光线里竟然又飘起了鹅毛大雪。 

早起守候日出，随着太阳慢慢升起，光线由浅粉到黄继而又转成

金红色，雪山和房子都好像被镀上了一层璀璨的金色，刺痛着每

双有幸目睹的眼睛。阳光中山后的云慢慢延展过来，漫天的轻柔

雪花又扬扬洒洒地从空中飞落，一切都好似童话中的世界。 

虽然只有机会来过挪威两次，挪威在我眼里真是一个极尽奇妙而

梦幻的国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人说，挪威是我走过最美

的国家，没有之一。 















冬天里来Lofoten的另一个主要拍摄目标当然就是极

光。 

四个晴朗的夜晚都有不同的收获，而在离开前的最后

一晚更是碰到非常高强度的极光，肉眼都可以清晰地

看到夹杂着的紫红色。 

亲眼看极光和看照片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肉眼看到的

没有相机捕捉到的颜色鲜艳，但极光是灵动的，它的

婀娜，妖娆，飘逸和神秘又完全是一张二维图片所根

本无法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