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旷野之境  极致之美
专访旅美华裔风光摄影家云漫（胡亦鸣）

多年来，云漫跋涉全球数十万公里，突破常人

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到达人迹罕至的旷野之境。

他乘直升机降落美国阿拉斯加无人之地去拍摄从未

有人目睹过的高山、冰川、瀑布和鲜花；深入北极

圈附近的加拿大育空山区，在人迹罕至的角落负重

背包露营，追逐夜空中北极光的魔幻舞姿；在靠近

南极圈的阿根廷巴塔哥尼亚的狂风大雪里露营扎

帐，并见证最美的绚丽雪中秋色和的火红的高山冰

湖日出；在加拿大洛基山的严冬季节拍摄如仙境般

的雾中冰湖和神奇的冰泡湖；在美国西北全世界最

壮美的海滩上涉水攀登孤岛并露营来拍摄巨石阵里

的惊涛骇浪；带领学生在美国西北的深涧里徒步穿

越过胸的深水拍摄绿色峡谷，或拽住绳子爬下陡峭

泥泞的山路去寻找隐藏在翠绿山谷中瀑布；在神秘

的美国西南的高原沙漠里拍摄璀璨的银河和星空，

在红色峡谷里迎接辉煌灿烂的日出日落。

云漫认为，风光摄影绝不只是对美景的简单记

录，而是包含了摄影师的思考、想象、计划和设计。

摄影师拍摄的是客观风景 , 但反映出的同样是摄影

师自己的主观内心。就算是在被无数人拍摄过的名

山大川，摄影师也应该不断去发现新的视角。大自

然提供的是线条、形状、颜色和光影，而一个优秀

的摄师，可以通过简洁、抽象、和谐地安排这些视

觉元素来表达心灵和自然的对话。

近期，我们有幸专访了摄影家云漫，听他分享

传奇的摄影故事和精湛的摄影技巧。

文图丨云漫  采访丨田可可

《探索者》 美国尤他州拱门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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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是什么时候对摄影产生兴趣并开始系统

学习的？

A：我自大学时代就对摄影有一些兴趣，学习

之余，有时候还去宿舍楼里学生会的暗房冲洗胶片、

放大相片，但以前并没有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发烧。

大概 10 年前，事业稳定了，开始认真系统地学习

和拍片。在此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教材，并

仔细研究了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还有高手们的作品，

然后认真思考，并以此不断提高自己。

Q：您长时间的在国外生活，那么请谈一谈，

中外对于风光摄影的理念和表现方法有何区别？

A：虽然我们很难给中式或西式风光摄影的风

格给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显然总体而言，它们的确

大不相同，很多西方摄影师喜欢使用大广角镜头。

画面仿佛交响乐一般宏大澎湃，理性立体，层次丰

富，透视感极强。相比之下，虽然善于运用广角镜

头的中国摄影师也大有人在，但总体而言，大多数

中国摄影师更喜欢用中长焦镜头拍摄画面内容单纯

简洁，充满画意和意境的作品，一如国人自古以来

音乐上偏好天然、感性和有韵味的单旋律。可能是

受中国绘画传统的影响，这些作品一般对透视感没

有很强的追求。

但是这样的总结并不全面。西方音乐的形式

众多，远远不止是史诗般的交响乐。如泣如诉的独

奏，高雅优美的室内乐等的也都是西方音乐的重要

部分。同样，西式风光也远远不只是有强烈视觉冲

击力的大广角构图。麦克·肯纳（Michael Kenna）

和约翰·萨克斯顿（John Sexton）镜头下的风光，

意境含蓄，构图简洁，富有禅意。而以使用超广角

构图闻名天下的马克·爱德姆斯 (Marc Adamus) 也

亲口对我说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很多是用长焦镜头

拍摄。在我看来，西式风光摄影最值得我们借鉴的，

是它的广博，是它的多变的风格、立体的结构、对

透视感的强调、对情绪表达的重视、对新技术孜孜

不倦的追求和对新思想的宽容，还有对个人独特视

角的极端重视。这里面最重要的可能是对三维立体

空间感的营造。西方摄影师非常注意利用景物之间

的关系，以及画面的影调和色彩，来形成极强的三

维透视感。

但是近些年来新一代中国摄影师开始大量学习

西方的理念和技巧（我自己在教学方面也做了大量

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中国摄影师已经很具

有国际视角，同时融入了他们自己理解的中国风格。

Q：目前主要使用哪些器材？

A：我主要使用飞思中画幅数码后背和阿尔帕

中画幅相机拍摄。这套系统能提供当今最优秀的画

质。 不过当需要更加机动快速拍摄的时候，或者在

极端恶劣环境以及需要 150mm 以上长焦镜头的时

Q：《旅游世界》  A：云漫

云漫，本名胡亦鸣，是卡色光学全球

形象大使、瑞士阿尔帕相机荣誉摄影

师、佳能合作摄影师，同时也是电子

工程博士、美国大学计算机专业终身

教授。

《水晶洞 》 摄于美国阿拉斯加无人区
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冰洞我去过不少，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能这样让我一见倾心。她如同一
个水晶宫。洞顶的冰非常薄，非常干净，如同半透明的蓝色水晶。光线可以穿透进来，整
个洞内巨大的空间都笼罩在一种蓝色的辉光里。地面的激流，如万缕银丝，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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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会用佳能 5DSR 系统或索尼微单相机拍摄。

Q：在风光摄影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表现手法

是什么？

A：一幅优秀的风光摄影作品展示的不是客观

景物本身，而是摄影师对这个场景的主观个人阐述。

一些人认为风光摄影仅仅能记录摄影师看到的大自

然，缺乏创造。朱光潜先生也曾经说过，面对同一

个场景，摄影“只能写实”，而画家可以经过一番理

想化，“把美术家的人格掺加进去，然后表现出来”。

如果摄影师只是满足于从显而易见的旅游者的视角

去拍摄，从观景台上拍摄，那么这样的批评十分正

确。可是真正的风光摄影，绝不仅仅是去一个美丽

的地方然后等好光线按快门。深度的风光摄影，和

别的摄影流派一样，更包含了摄影师的思考、想象、

计划和设计。

我认为一幅优秀的风光摄影作品展示的不是客

观景物本身，而是摄影师在一个特定的瞬间，通过

一个特定的视角对这个场景的主观个人阐述。换一

句话说，它展示的是摄影师想让你看到的角度。这

个时间和空间的截片，不是简单地对真实世界的记

录和如明信片的景点介绍，而是情绪的表达，是摄

影师心中的风景。它强调的是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最

能打动摄影师内心的景物，也是摄影师的创造力和

艺术沉淀的综合体现。

Q：您绝大数的片子都是在夜里、日出前、日

落后、阴天或峡谷阴影里拍摄？

A：是。虽然我也经常在广大风光爱好者喜欢

的“黄金时刻”，也就是日出后一小时和日落前一小

时的金色阳光下拍摄，但我的确更喜欢在您说的那

几个时间点创作。在我看来，这些时段的光线更加

柔和，更加神秘， 反差不刺眼。

Q：从您的作品里能够看出有很多独家取景地，

是通过哪些方法发现它们的呢？

A：关键是要努力去选择自己独特的视角。我

的一些独家视角是在被拍了千万次的地方找到的，

前提是你愿意去发现并且有独特的眼光。 有时机位

差几米就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需要多走几十分钟的

路。

当然我也有很多机位是人迹罕至甚至从来没有

人去过的地方。这就需要我做大量研究，包括在谷

歌地球或卫星图上仔细研究，然后想办法动用越野

车，船甚至直升机前去探险。

Q：在您到过的地方里，有哪些地方最倾心或

印象最深？

A：美国西部的那些宏伟粗犷的地貌。无边无

际浩瀚荒芜的地红色荒漠上，河流弯弯曲曲切割出

极深的深谷，台地、巨石、拱门及孤峰等地形。谷

内怪石林立，鬼斧神工。

还有每年 4 月份南半球秋天的时候，地属安第

斯山脉的巴塔哥尼亚是一切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的元

素的组合。 传奇的菲茨罗伊峰（Fitz Roy)， 托雷峰

（Cerro Torre), 百内三塔（Torres del Paine）被誉为

全世界最美的山峰。在南美高原变幻莫测的风云下，

在这些高峻挺拔到无以复加的群峰间，大自然处处

《荒芜之美，之十》 肯尼亚马迦迪湖
在坦桑尼亚和肯恩亚交界处阿鲁沙（Arusha）地区，有几个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盐碱湖，如坦桑尼亚的纳纯湖和肯尼亚的马迦迪湖。

《森林之舞》 美国俄勒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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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洒着最奔放和绚烂的秋色。 我们所能梦想到的所

有秋天的色彩，从鲜红到橙黄，在几乎每一颗树木

上都得到尽情肆意的展示。冰湖，瀑布和溪水点缀

着这些雄伟的地貌，给原本极其阳刚大气的风光增

添了灵性和一丝柔美。

此外，加拿大洛基山脉里有一些北美大陆最佳

的风光摄影景点。这里的雪山巍峨壮丽，而且相对

比较容易到达，多数拍摄点就在路边不远处。而冬

天是洛基山脉的最美季节。这个季节游客极少。洁

白的大雪覆盖了雄伟的山体和森林，让一切景物都

显得非常纯净，恍如仙境。洛基山的很多湖泊附近

有温泉流淌，哪怕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天气也常常

能找到一些没有全部冻结的水面，使得我们能够拍

摄到冰天雪地里的倒影奇观。在地面的景物附近，

特别是湖边或河边，更会有各种迷人的冰晶和积雪，

它们每天都在不断地变化，每天都能拍到不可重复

的奇景。而凝固在冰泡湖上冰层里那些神奇的冰泡，

更是全世界风光摄影人的梦想拍摄题材。

Q：景深合成这一拍摄技法越来越流行，您认

为在哪些情况下应该使用景深合成呢？

A：景深合成可能是目前风光摄影界最重要的

新技术之一。它让我们能拍摄到很多以前没法拍下

的场景。在下面几个情况下景深合成最有用：1. 用

中长焦镜头拍摄中近景（比如几米到十几米外的场

景）小品的时候，由于长焦镜头在这样的对焦距离

上景深极浅，这时候通常很难用单张曝光实现全景

深。景深合成几乎是必须。2. 拍摄夜景（星空或北

极光）一般需要大光圈。如果前景离镜头比较近，

那么也需要景深合成。3. 当代风光摄影师喜欢挑战

极限，让前景距离镜头极近，创造出一种非常不同

常规视角的效果，没有景深合成技术不太可能做到

这一点。

Q：能否分享一些风光摄影的后期思路？

A：在进行后期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

让结果违背自然规律。我见过太多水面倒影比实景

更明亮的照片，而这在自然界是不可能出现的。同

样，当我们面对太阳方向 （比如日落时面对西方）

的时候，地面不可能比天空更亮，可是这样的错误

很多人（包括一些专业摄影师）都会常犯。当然这

个问题不仅仅只限于采用后期合成技术的照片。在

那些用渐变灰滤镜拍摄的照片里这也是最常见的错

误。

西方谚语说“魔鬼在细节中”。换句话说，细节

决定成败。一张还算不错的照片和一张伟大作品之

间的区别，常常就是对细节处理的不同。事实上，

在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都是如此。

大部分人都能轻易看出初学者和专业人员在水

平上的巨大差别。但一个不错的专业选手和一个顶

级的艺术大师，除了在创意思维上的差距外，他们

在作品制作、技巧、效果和流程上的差别往往就反

映在这些细微之处。这里的关键不是技术，真正的

难点在于最终效果取决于作者的艺术眼光。因为我

们需要知道画面中哪些地方应该更暗点、更饱和点，

哪些地方应该更亮点、更清淡些。

《金蛇狂舞》  冰岛  
在冰岛南部海岸边的纯黑沙滩上，河流蜿蜒曲折的曲线优美无比。靠近海
面河口的水下，把极其丰富而微妙的色彩和纹理献给观者，蓝色海面上白
色的浪花，如同一道道蕾丝花边，装饰着这些婀娜多姿的彩色河流。

《午夜邂逅》 美国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地热景观和全世界大多数间歇泉，吸引了来
自全世界的无数游客。可是，极少有人能有幸目睹璀璨星空下的温泉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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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固的波涛》  意大利多洛美蒂山区  
意大利的多洛美蒂山区有很多着全世界最俊美的山峰。图中
为著名的刀锋山，非常陡峭，如同石刻的巨浪凝固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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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界之地》 冰岛高地
冰岛真正奇幻的地方，其实是连绝大多数本地人都没去过的
冰岛中部高地。这是一片4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蕴藏着无数
的冰川、河流、地热喷泉和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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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之美，之二》 坦桑尼亚纳纯湖
热带地区的高蒸发量使得湖水里的碳酸钠含量极高。由于湖
水的碱性接近火碱溶液（pH值大于12），这些看似美丽的湖
泊也是绝大多数生物的坟地，极少有物种能在其中生存。可
是有一种美丽的鸟——小红鹳（又名小火烈鸟），却把这些
剧毒的湖泊当成自己的家园。全世界75%的小火烈鸟都在纳
纯湖聚焦，数量高达两百多万只，形成世界上最大的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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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之美》 美国内华达州沙漠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美丽，也是最神秘的喷泉。她藏身于美国内华达
沙漠深处的一个私人牧场里，因为几十年前打井的时候意外碰到地
下热泉而形成。五彩斑斓的矿物质以及嗜温苔藓给了她无穷无尽的
微妙色彩。多年来她一直是一个神奇的传说。

/ 影像志Image

076 / TOURISM WORLD 077TOURISM WORLD / 



《心之隧道》 美国俄勒冈海岸
站在这个隐秘的太平洋海边的岩洞之中，我看到的
是一个巨大的心。贝壳和海星在石壁上顽强地生
长。隧洞之外，火红的晚霞在天际尽情地辉煌。

《夏夜》 美国西部

《别有洞天》 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  
落日时分，我站在这个洞口，一波波海浪不断向我扑来。我的全身湿透，
相机被海水不断浇湿，但我毫不动摇，直到拍摄到心中理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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