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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是水下摄影中最常使用的表
现方式，通常用于表现大场景，前后纵
深较大，表现主体的同时也能很好的将
壮阔的背景展示出来。在水下拍摄中
常使用的有鱼眼镜头和超广角镜头，因
为海水对光线的吸收往往会降低画面
的对比度和饱和度，因此需要尽量缩短
相机与被摄物的距离使得闪光灯光能
够最大程度地覆盖前景。实际应用方
面，广角拍摄鱼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微距是张帆最喜欢的水摄方式，也
是水摄中表现细节的最好手段，广阔的
海底潜藏着无数有趣的小生物待潜水
者去发现，贝壳、鱼类、海兔、虾蟹甚至
浮游生物都是很好的表现题材，其中超
过1：1放大比率的称之为超微距摄影，
可以通过外挂增距镜来实现。

“这不是非常难的运动，不像跳伞
和蹦极，是很安全的运动。而当一个水
下摄影师只需要4天时间。”张帆说。

首先需要获得一个国际认可的潜
水证，比如PADI（国际专业潜水教练协
会）CMAS（世界水上运动联合会）都可
以提供这样的证书，个人只需要进行简
单的学习，掌握相关的潜水技能，就可
以与蔚蓝的大海进行亲密接触，整个过
程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学会游泳。

单反毫无疑问是专业摄影师拍摄
水下题材的最佳利器，极快的反应速
度，完美的虚化，几乎180度的广角视
角和超高放大比率的微距都是选择它
的最佳理由。但是对于于初学潜水的
潜客来说，往往会很难控制，单反防水
罩那庞大的金属外壳容易使初学者在
水下失去平衡。

微单以其优秀的成像和小巧的体积
迅速抢占了相机市场很大份额，现在各
大厂商都有微单匹配的外壳出售，以奶
昔NEX5为例，其防水外壳的体积并不
比佳能的G12的要大太多，体积上非常
有优势。

DC无疑是这三种中最为轻便且廉
价的一类，如今小相机的成像相比几年
前有了质的飞跃，只要使用得当，其印
刷在杂志上的效果并不比单反差，DC
除了体积上有明显的优势，还有一个巨
大的优势：在水下拍摄时，可以随意切
换广角中焦距和微距，还可以随意加装
各类扩展设备，如广角镜，轻松实现广

角微距的拍摄。

作为一位海南土生土长的水
下摄影师，张帆的脚步遍及全球知
名水下世界，但关注点始终没有离
开海南，他用相机记录下了三亚大
东海、亚龙湾、陵水猴岛和分界洲
等海域的海底风光，提醒大家在进
行海洋开发时注意生态保护。

二手相机拍陵水海底获奖

11月15日至21日，在澳大利
亚大堡礁海底，张帆拍摄到花地
毯般活动着的珊瑚礁和五彩缤纷
的鱼群，他这样描绘自己看到的
海洋世界：“在海底，每日每夜都
非常热闹，珊瑚礁都在魔术般地、
默默地、有节奏地跳着舞蹈。这
里的海底生物非常丰富，各种各
样、五颜六色的海鱼和珊瑚，让人
目不暇接。”

“海底再美还是得浮出水面，
在消失了一周后，我回到人类社
会！”11月22日，刚刚从大堡礁水
底浮上来的张帆通过QQ向身在
海南的父母报了平安，两个老人家
心中一直悬着的大石终于落地了。

张帆在海南长大，从小就对海
洋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学毕业时同
学录上所填写的梦想：做一名海洋
学家。

然而，他的梦想与父母的期待
相距甚远，眼看着大院一起长大的
小伙伴们都考研读博，过上了安逸
的小日子，而自己却常年飘忽不
定，还需要经常潜入未知的海底，
危险始终伴随左右。

2009年5月，初入水下摄影圈
的他应邀前往海南陵水猴岛拍摄

海底世界，这一次摄影之旅改变了
他的人生。

在张帆的印象中，那是一次非
常窘迫的摄影之行。由于刚刚踏上
工作岗位一年，手中积蓄不多，他花
1000元在一个摄影器材旧货市场
淘来了二手奥林巴斯的三防卡片
机，加防水手电后；再拿着自己的佳
能30D套上防水袋就开始下水拍
摄，由于设备简陋最深只能下到5
米深海底。

在南湾猴岛美丽的海底世界
里，张帆一个月时间内拍到了众多
美丽的热带鱼类，数十种独特的海
螺以及丰富的珊瑚资源。

“仅海螺宝螺一科，我就发现
了数十个品种，包括黑星宝螺、中
华宝螺、红花宝螺、玛瑙宝螺和黄
宝螺等。其中黑星宝螺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而黄宝螺则曾在热带
地区被作为货币——货贝。它们
中的许多品种在中国其他海域是
无从寻觅的，足见这里生态之丰
富、特别。”张帆一直记得南湾猴岛
海底的美景。

在这片海域里，张帆还发现
了狮子鱼、人字蝶鱼、河豚等多种
热带鱼类，以及各种珊瑚虾和各
种海蟹，良好的保护使这里的生
物多样性和种群数量都非常惊
人，他希望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
保护，使这片海洋生物聚居的净
土得以永久留存。

2010年，他凭借着这些珍贵
的海底生物照片入选了海南国际
旅游岛摄影大赛10强作品，继续
在水摄的路上走下去的梦想也得
到父母的认可与支持。

气瓶用尽仍不愿浮出水面

多年的水下摄影之旅，张帆在
海底见到了各种奇特的生物，有些
美景美到他甚至会恍惚，怀疑自己
氮醉，氮醉是潜水过程中常见的一
种危险情况之一。

故事发生在2011年4月，张帆
去菲律宾阿尼洛进行水下摄影，那
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鱼类，他们匍
匐在珊瑚和礁石上，不会游动，但
却可以使用双手——其进化独特
的胸鳍一步步缓慢行走。它名叫
Handfish，又称长手鱼或者掌鱼。

张帆说，头次邂逅时，一眼望
去真怀疑自己氮醉了，只见一条黄
色的生物在礁石间淡定的漫步，这
是件多么诡异的事情。我一下子
被迷住，停下来细细端详它的一举
一动。接下来一群潜友迅速地包
抄上来，把这家伙围了个水泄不
通，但即使是这样，它仍然很是淡
然，一点不见惊慌失措，自顾自慢
悠悠的走动着，带着几分傲气。

后来，张帆才从资料里得知此
鱼不仅行动方式不同，身上还暗藏
着杀机——它们的皮肤具有毒性，
能够毒杀绝大多数攻击者，他很幸
运当时没有受到攻击。

怀揣这份对海底世界的向往
与好奇，张帆每次下水都非常用
心，恨不得没日没夜在海里待着，
为此和导潜员闹了不少矛盾。

在菲律宾拍摄期间，他曾经在
气瓶里的气量几乎接近零的时候
选择继续待在海底拍摄，只因看见
两只依偎在一起的海兔，他没多考

虑就开始拍，几张之后已经难以再
从气瓶中吸到空气，但他仍在原地
继续拍，直到满意了才对附近的潜
导员作出气体用尽求共生呼吸的
手势，最后被导潜员批评。

“自己一意孤行放掉自己的专
业，想做个生态摄影师，但却不知
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只有每次都拍
出相对满意的照片才能让我心
安。现在想起来，有些极端的行为
可能对自己、对别人都十分不负责
任。”张帆说。

这份付出让他收获了许多绝
美、珍贵的海底生物照片，其中包
括巨蛤、鲸鲨、加拉帕戈斯鲨、翻车
鱼、江豚、锤头杰克鱼等。

痛心海洋开发带来的破坏

“海洋生物由于外形奇特或是
体积巨大以至于显得非常神秘，甚
至有些吓人，其实大部分非常友
好，不会随便攻击人类，除非是感
受到了威胁。”张帆眼中的海洋生
物像是朋友一般，友好、亲切。

鲨鱼一直被人形象成海底最
危险的生物，张帆难得地见到了这
么一群鲨鱼。在厄瓜多尔加拉帕
戈斯岛屿海底，他与成群游弋的加
拉帕戈斯鲨偶遇。这是一群以鱼
类为食，有时会捕食其他鲨鱼的鱼
类，非常凶猛。

张帆和其它潜友一起匍匐在礁
石后静静守候，伴随着导潜发出的
声音吸引，加拉帕戈斯鲨慢慢游近，
生性好奇的它们有时甚至会与人擦
肩而过，吓得张帆心跳不已，至今难
忘。

“当地还生活着锤头鲨，初次
在水下相遇，我心中那份激动难以
用文字形容。它们是种十分警觉
的生物，很难接近，即使是呼出的
泡泡都会惊扰到他们，通常离人
五、六米时就会哆嗦一下掉头跑开，
我幸运地拍到了它们。”张帆说。

最近，张帆决定放弃自己一直
热衷贝类收藏的兴趣，因为这样的
举措会使得贝类受到伤害。“海洋
生物活着时的姿态才是最美的，希
望大家潜水时能够不带走任何东
西，除了水底的垃圾，还海洋一个

干净。”张帆期待。

水下摄影是一
项复杂且充满风险
的职业，史上曾发生
摄影师被海鳗袭击、
被海龟咬，被海狮追
等意外情况。

然而，这些潜在
的危险都没把从海
南岛走出去的水下
摄影师张帆吓住，他
仍坚定地跃入大海，
顺着绳索潜入深海，
用手中的相机拍摄
下一组组美轮美奂
的海洋生物照片。
不久前，他在国家动
物博物馆举办了《海
底两万里——海洋
动物摄影展》，展出
了 110 多幅高清水
下摄影作品。

水下摄影师张帆：

海南走出去的海底记录者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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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在南海深处，生活着成千上万的沙丁鱼，它们每天都要躲避各种掠食者的袭击才能生存下去。在鲹群的追逐下，遮天蔽日的沙丁鱼群如同瞬息万变的风暴一般。随着掠食者的一次次进攻，它们

闪烁着银光充满节奏感地随机变幻着形态，像一支极具生命力的交响曲，围猎的鲹群则扮演着指挥的角色。

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
岛某个海湾，在刺骨的14度深蓝
中寻觅数十分钟，主角没有现身。
准备升水之际，却见一个黑影从远
处冲过来，直到镜头前才停下来，
转身瞬间消失。

张帆在菲律宾墨宝
追逐成千上万的沙丁鱼
群。

这是一只大肚子的丹尼斯豆丁
海马，摄于菲律宾墨宝一株20多米
的大海扇上。在海马的世界里，爸爸
担任着孕育下一代的重任，清晨的深
海，幽蓝色映衬着豆丁爸爸粉色的身
体，显得格外静谧。

午后阳光下的中国海南，一条鲸鲨懒洋洋地在水面上温柔地游
着。这种古老的生物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6000万年，同时也是
世界上最大的现生鱼类，与之同游的那份震撼让人难忘。然而中国海
域的鲸鲨，总躲不过被捕杀的噩梦，希望更多人了解它们，保护这些温
柔的巨鲨。

与其他种类的鲨鱼不同，褐色护士鲨猎食时是用吸而不是咬，它们
可以将猎物吸入口中吞食。护士鲨是一种夜行性的鲨鱼，敏感的感官
让它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也能轻松猎食，这群小鱼在夜晚基本无
法躲避护士鲨的攻击，成为其唾手可得的美味。

蓝天、白云、碧海、绽放的大海扇和高大的
红树，这几个元素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不在四
王群岛，也许就只能在梦境中了。正午的阳光
从海扇的缝隙中投射下来，美得太不真实，不
到2米的浅水中，生长着这么茁壮的海扇，恐
怕全球此处独有。

张帆在鸟巢
科学摄影展上与
自己的摄影作品
合影。

在菲律宾阿尼洛夜潜时，头一次在沙地上见到这朵绽放的蓝色海
葵，它是许许多多小生物的家园。这只带有紫红喷点的红斑新岩瓷蟹
此刻正淡然地抬头望人，展示它华美的小家。海洋生物们都是天生的
设计师，总能找到绝美的背景来搭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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