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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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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Mart

中华超市
Oriental Grocery Store

317-845-8892

Store Address: 
6103 East 86th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www.asiamartgrocery.com

We Accept PaymentsOpen Hours: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 9:00 PM
Sunday 
10:00 AM – 7:00 PM

  打鸟天堂-深圳湾  

------ 拍摄体验和感悟 ------    
美国印第安纳州华人摄影俱乐部会员          <<印州华报>>   摄影记者       尹宏   图 / 文

提起要拍摄时下热门的鸟类题材的片子，人
们自然会联想到要去大森林，大沼泽。但提
起深圳，人们的脑海里立马会出现“中国”
，“改革开放”等元素符号。若不是你有亲
身经历，确很难把她与“拍鸟天堂”联系在
一起。

意外地发现与体验

2014年春，我回国到了深圳，自然要去看望
老同学。聚会时不经意谈到摄影的事，我把
自己在美国所拍的鸟的照片给老同学看了。
老同学说，你这只是一些小菜，我们这里
的“鸟友们”拍的鸟，那叫一个绝呀。说着
他打开微信。立马调出几张“鸟友们” 刚上
传的“鸟片”,我一看十分惊讶，赶忙一连串
地问出了5个W ，
老同学看我问的
急，操起电话边
拨号边对我说，
我给你叫个朋友
来。电话拨出后
不久，那位美照
的上传者来到了
我的身边。经介
绍，原来他也是
我们的同乡，从
南昌到深圳工作
了几十年的程教
授。他除了教学
之外，还已经是
一位资深的拍鸟
专家了。短时间
的交谈，我们
已成为好朋友。
他非常理解我的
好奇与急切。立
马用手机向他
的群发了一条信息：明日天晴，是打鸟的好
时机，有位客人从美国来，想和我们一起活
动，望大家明早带上家伙，老地方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国语的拍鸟者喜
欢把“拍鸟”说成是“打鸟”。究其原因我
想可能是在英文中“用枪打鸟”和“用相机
拍鸟”都是用“shooting bird”来表达。把

拍鸟直译成“打鸟”也不算走意。何况用“
打鸟”一词更能够表达拍鸟者的发至心底的
那种痛快淋漓而又过瘾的感觉。这难道不是
吗？那就让我们也用相机去“打鸟”吧。

次日晨，天还没亮，程教授和我来到了深
圳市民爱去的深圳湾边的鸟类保护区“红树
林”附近的滨海长廊。那天早晨正是退潮
的时候，海滩上布满了小鱼小虾。这正吸引

了在这里越冬的候鸟群，它们当中有白鹭，
苍鹭，夜鹭，池鹭，黑脸琵鹭，还有许多我
都叫不上名的鸟类和野鸭。其场面之大鸟群
之多超出我的想象。太阳还未出山，那里已
经聚集了很多的“打鸟”者，看那个个装
备精良，让人羡慕。当我们找到自己的队伍
时，“鸟友们”还问程教授，你说的美国客
人来了吗？程教授指着我说，他就是。“
啊，也是咱们中国人啦，我还以为是老…。

由于我此行并没有想过在深圳拍鸟，所以
没有相机随身，正当我筹著之时，程教授递
来他为我准备的“家伙”，我接过来一看，
呀，还是一台很新的Nikon D4相机，上挂了
一个200mm的镜头，外加一个X 2的接圈。我
抱着这沉甸甸的器材，心里暖洋洋的，心想
这天下的打鸟爱好者天然的就是那个亲哪。

渐渐地日头爬出远处的山顶。像是一个红色
的鸭蛋黄，一线红光撇向海滩，顿时无数候
鸟的身影被他照亮。晨舞中鸟儿们的翅膀被
映的透亮，十分美丽。我按下了快门，开始
了在深圳打鸟的第一照。也许是景色太美，
又变化莫测，我用的是连拍，不一会儿，机
内大容量的卡就用完了。不得不再一次向“

鸟友们”求援。当我接过一位“鸟
友”递来的卡时，看到他只是对我
一笑。我下意识的感到：他是否在
说，你的卡用的这么快，该不是个
废片制造者吧？果不其然，那天回
家后一看片子，大部分是垃圾。在
那种条件下，兴奋，眼花缭乱，把
控不准，是每一个在那种场合下打
鸟者的必然心态，不出废片也难。

次日下午，程教授又带我去了“天
鹅堡”。那里是一片不大的内湖。
它虽位于闹市内，但还真是清静，
小风吹来，清澈的水面波纹悠悠，
落日的夕阳象是在水面洒了一把碎
金，金光闪闪。湖中心有一个岛，
岛上生息着许多的白鹭。因为这里
有“充足的鱼食”，每天都上演着
白鹭扑鱼的美丽动感的画面。自然
地也吸引了许多的摄影爱好者前来
创作。

当小鱼出现时，成群的白鹭向它们
扑去，“鸟为食亡”的天性在这瞬
间演绎的淋漓尽致。白鹭用它们灵
巧的身躯和舞动的双翅在我们的镜
头前创造出美丽的画面。往往是白
鹭觅食的击水声，快门的开闭声响
成一团。过后又是一阵拍摄友们对
刚拍到的美照的赞叹声。那天我新
奇而又兴奋地一直拍到水面再没有

足够的光线，可后来看片比昨天好得多，因
此信心倍增。

拍鸟设备与技术

在深圳湾，大面积的海滩，有充足的食物，
让在这里觅食的鸟类遇人不惊，甚至游人离
它们很近时依然逍遥自在地觅食和享受阳
光。你有可能近距离欣赏它们或抓拍它们的

灵动。因此往往
没有特别专业的
打鸟神器也可以
出好片。这里就
自己拍鸟的器材
和体验做一个介
绍。

1. 相机。当然
Nikon D4（或
同档）的相机为
王。主要是因为
它有每秒12张的
记录速度。抓拍
瞬间动作时有很
高的出片率。另
外D800之类的相
机，因为有36兆
的像素，哪怕捕获到的主题画面面积很小，
截图放大后的清晰度仍然可以接受。

2.镜头。因为可以靠得鸟较近的距离拍摄
它们，镜头只要够用就行，不一定要高倍率
的长焦。我曾经用过28mm的镜头拍日出时
的鸟群，200mm镜头就可以拍特写，也曾
用600mm的镜头拍大特写。都能出一些好片
子。

3.快门速度。若要想凝固鸟在运动中的瞬
间，1/1000秒（或更快）的速度是必须的。
我也曾用1 /60~1/30秒的速度慢拍，使白鹭的
影像如同舞动的诗篇，飘逸的白云。

4.感光度 ISO与光圈F。因为是拍鸟，大多
是特写，所以光圈的大小决定画面背景的虚
糊，一般可以从F/7.5左右开始试拍，有了感
觉再调整光圈来达到预期的画面效果。值得
一提的是，白鹭其浑身洁白的羽毛，只要多
有一点光线，就很容易过曝，测光时要以张
开的翅膀不过曝为原则。可通过查看所拍到
的片子的直方图，让其最亮点的信息没有超
出最右边为好。不然需再调整好ISO和光圈及
快门速度的搭配。拍鸟时羽毛过曝是很多初
拍者忽视的问题。一旦鸟羽过曝，漂亮的羽
毛就失去了层次感，即使抓到了好的神态，
那也只能是遗憾，很难在后期修补好。

5.聚焦。一般拍运动中的鸟都设定在连续拍
摄档，对焦点可以选51点（或相机能提供的
最高点数）。聚焦为连续跟踪聚焦，有时也
可用3D跟踪聚焦。拍片时无论是拍瞬间的凝
固，还是飘逸的虚幻，只要鸟的眼睛或主题
被聚上焦，此片不失为聚焦得当。另外在拍
片时，能用上三脚架的条件下，要尽量使用
三脚架。

拍鸟心得和感悟

再后来，我又几次到过深圳，闲暇时我都要
去会友打鸟。但渐渐地拍摄的数量越来越少
了，我愿花更多的时间去走近它们，观察它
们。拍摄时的心态也更平稳，角度和摄影技
术的应用也更有讲究，我时时用心去感悟和
表现它的内在精神和灵性。比如说白鹭，你
看它，觅食时它给人带来进取，勇猛，志在
必得的精神和力量。飞舞时它如同舞动的诗
篇，飘逸的白云，天地的灵动。怪不得自古
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写诗赋词来赞美白鹭。
它真的是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美。我完

全感同身受一位“鸟友“的这样的描述：摄
影是捕捉，也是领悟。鸟儿的灵动，不断地
吸引着我们，翅尖的舞动，眼神的碰撞，感
动由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所经历的拍摄现场，”鸟
友们”只有对鸟拍摄，而没有对鸟的伤害。
也正是通过拍鸟，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作为
地球之灵的人类，有责任爱护和保护它们，
它们也是大自然的精灵，是人类的朋友。所
以我们更需要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绿
色的世界。可是有报道显示，近年来，由
于拍鸟的摄影活动正热，有些人搭起了棚拍
场，场内甚至有违法猎捕和从各地贩运过来
的野生鸟类（也包括小动物）以此经营牟
利。这无疑违背了人类拍鸟爱鸟护鸟的本
意。苍天之下还是还鸟类和野生动物的天然
才是正道。

在深圳湾，恰恰是由于深圳市民对环境和
鸟类的保护，才使得每年有各种候鸟在此驻
足。让人们可以驾着车或骑自行车到深圳湾
的海滩边，甚至走在水泥铺就的漫步道上，
就可以拍到多姿多彩的多种鸟类。因此我想
告诉爱好拍鸟的朋友们的是：打鸟天堂- 深
圳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