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上甘棠古村。韩冰 摄（无人机拍摄）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技术愈发成
熟，价格也不断降低，体积不断缩小，小到
可以放进口袋里。对于一些旅游达人和
摄影达人来说，出去游玩不再是清一色地
拿相机拍摄，逐渐尝试起了无人机，用不
一样的角度去记录所到之处。

从看朋友玩无人机到自己玩，旅游达
人韩冰几乎每次出游都会带上心爱的无
人机，航拍也成为他所热衷的拍摄方式。

“无人机航拍有着普通相机无法具备的优
点，它能从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也
能够到达拍摄者无法到达的地方进行拍
摄。”经过拍照和拍摄视频的实践，韩冰也
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首先要熟悉自己的无人机。现在的
无人机比较智能化，许多拍摄功能可以很
好地帮助拍摄者进行拍摄。对自己的无
人机了如指掌，无人机就会成为拍摄者眼
观六路的利器。

其次，拍摄前要确定拍摄思路和构
想。“先想后飞，首先要想好拍什么、怎么
拍，这样更容易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
避免无谓的时间浪费。”韩冰解释说，无人
机飞上天后先不要乱飞，让飞机原地转一
圈，就清楚了空中视角下的场景，然后根
据此前的想法做调整。无人机电池续航
能力较弱，如果事先没有拍摄构想，等无
人机在空中飞行许久才想到要拍什么，恐
怕电池已经不给力，无法满足拍摄需要。

什么样的风光和场景更容易出航拍
大片呢？带有明显线条和颜色对比的场
景，比如大河入海口、大片的郁金香园等，
非常适合90度鸟瞰，呈现出有视觉冲击
力的线条和色块。这就需要用到构图技
巧，常见的构图有黄金比例、对角线和三
分线等。刚刚学飞的新手，除了热衷于鸟
瞰图，还可以多尝试别的角度。立体感比
较强的场景，比如和周围环境形成对比的
摩天大楼、层峦叠嶂的山峰山岭等，拍摄
时用45度角更能体现其立体感。

此外，一些场景不大，但从意想不到
或异于常人的拍摄视角而形成独特画面
的创意性拍摄也非常吸引人。当然，不
能老想着拍摄建筑与风景。如果你有一
台航拍器，就别留在自拍杆的时代了，和
朋友们躺在地上摆出搞怪的动作，也别
有趣味。

另外，韩冰还想提醒航拍爱好者们，
使用无人机首先要遵守飞行限制和规定，
飞行过程中要胆大心细，小心操控无人
机，远离遮挡物、远离金属建筑、远离雷达
与通信基站，避免“炸机”（坠毁），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意大利米兰老城的过道。陈远明 摄（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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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粉丝 44 万、秒拍短视频粉
丝 37 万的旅行视频自媒体“龙先生
旅行日记”（以下简称龙先生）已经
感受到了新的潮流：视频的兴起。以
抖音、秒拍等短视频平台和 VLOG
的火热也让他接到了商家的更多视
频推广。

“近两年，短视频大爆发，许多出门
旅行的人就会随手拍视频，但也仅限于
拍到什么发什么，现在，人们逐渐有了
编辑思维，通过剪辑手法让视频更加有
趣炫酷，从而上传至各种平台，收获一
众点赞。”龙先生说。

但对于新手来说，视频拍摄和剪
辑总让人摸不着头脑，难以找到诀
窍。在龙先生看来，对于刚入门的新
手来说，并不一定非得要求自己每次
都拍好，多拍才是最重要的。“多看视
频，慢慢学习拍摄手法，自己才能拍
好。”龙先生建议，短视频平台上有不
少教授拍摄和剪辑手法的账号，新手
可以关注学习。

有的人总觉得，拍了不少素材，也
用了不少特效，但视频效果总是不尽
如人意。这就涉及到画面问题。“画面
不能太杂乱，不能什么都拍进去，一定
要有主体。”龙先生说，更重要的是在
拍摄之前就想好视频主题，当拍摄的
场景和主体一以贯之，视频的主题也
就更加鲜明。拍摄时也需要注意场景
和景别的多样化，用大景和特写来丰
富画面，并通过镜头的变化让画面更
有动感，比如推、拉、跟等。拍摄者也
可运用手机中的延时摄影和慢镜头
等，让画面更有节奏。如果担心用手
机拍摄会手抖，可以借助手持云台，让
画面更稳定。

受邀参加今年潭门赶海节的龙
先生也制作上传了一部两分半钟的
VLOG，播放量达到 500万左右。但
这短短的两分多钟成片，也让龙先生
花费了一天拍摄，素材达到 1G。“拍
摄的主题就是给大家推荐赶海节的
玩法，所以围绕这个主题，从如何去
到怎么玩，从吃什么到怎么住，这样
一条线下来比较清晰。”龙先生说。

一些 15 秒、30 秒的短视频能够
玩出花，除了拍摄本身，剪辑也是关
键所在。在剪辑过程中，一定要根据
主题去粗取精，把主题相关的素材剪
辑进来，把无关的内容剪除，否则容
易变成大杂烩。“画面切换、转场特
效、背景音乐等都需要围绕主题，但
不能过度使用特效，否则会让人眼花
缭乱。”龙先生提醒说。

对于剪辑软件，剪映、快剪辑等
APP均可在手机上实现便捷的剪辑操
作，电脑则可用AE、PREMIERE等专
业的视频剪辑软件，实现更加精准更多
效果的剪辑。

对于从初中起就开始玩胶片机的海
南省摄影协会副秘书长孔祥彪来说，相
机依然是自己拍照的首选器材。

每个月第三个周日下午，他总会如约
而至，在省图书馆为摄影爱好者们做公益
摄影讲座。孔祥彪也常组织“行摄学堂”，
带领摄影爱好者们去岛外开展摄影创作，
云南元阳梯田、神农架的山水、甘南的草
原和寺庙都成为他们取景的素材。

在旅途中如何拍出满意的照片？许
多摄影爱好者会陷入对器材的迷思和追
逐，而孔祥彪则认为，出好照片的关键并
不在器材，而在于人，“手上所拥有的就
是最好的器材，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睛。”

孔祥彪说，摄影者首先要具备的能力
就是学会观察。“我们按下快门的那一瞬
间，一定是被打动的，被美丽、美好、趣味
等打动。如何发现美，这就要善于从与众
不同的角度和不同于他人的视角记录下
你眼前的画面。”

当眼睛发现了美，心灵感受到了美，
就去用镜头去捕捉美吧。在摄影技术
上，孔祥彪也颇有心得。

首先就是构图。构图第一步,首先
就是要找一个吸引人的景物。一些精彩
的照片往往比眼睛看到的更美，其秘诀
就在于镜头里的画面选取了人们视野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选取，即有舍有
得。“不要贪多，画面主要表现一个主体，
就会更加饱满，主题也会更加突出。”孔

祥彪说，如果不知道该把主体放哪时，放
到画面中间大概就不会出错。如果在主
体之外想交代背景和环境，则可用三分法
构图。所谓的“三分法则”，也称“黄金分
割线”“九格宫”，即把画面按水平方向在
1/3、2/3位置画两条水平线，按垂直方向
在1/3、2/3位置画两条垂直线，然后把景
物尽量放在交点的位置上。此外，对比关
系也常常令画面出彩，如虚实对比、明暗
对比、大小对比等，这些都可通过光圈、透
视等来实现。

再者就是光线。逆光的光线能够勾
勒出事物的轮廓，侧光则能表现出空气的
透视，如晨雾中洒下的光束让整个画面都
在呼吸，元阳梯田的镜面感靠日出时的逆
光呈现，黄山徽派建筑则可在阴天的弱光
线下营造出水墨画般的质感，婺源晒秋的
画面却需要晴天的光线呈现出色彩的饱
和度。

“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只要发现好
看的形状、有节奏感的线条、有趣的光影、
有对比的色彩，就能创作出精彩的图片。”
孔祥彪说。

派
南极企鹅。陈远明 摄（手机拍摄）

一趟旅行，如果没有美图在
朋友圈发一发，总会觉得留有遗
憾……一张好照片、一个好视频
的出炉，除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之外，还需要尚好的摄影技巧。
为此，本期《旅游周刊》特别邀请
几位摄影大咖和视频达人为大
家分享旅途中拍摄的一些方法
和秘笈，让你告别“到此一游”的
老旧晒图模式，拍出你心中完美
的旅途大片。

甘南郎木寺附近。孔祥彪 摄（相机拍摄）

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遇到美
景美物拿出手机拍几张是再寻常不过的
事了，甚至也有专业摄影师把世界装进了
手机镜头。

海南摄影师陈远明就对手机摄影颇
有心得，通过多年的尝试与钻研，他出版
了手机摄影书籍《对，都是手机拍的！》。
南极南乔治亚岛的王企鹅、韩国首尔的守
门将、意大利米兰老城的过道……一张张
生动精彩的图片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手机
也可以拍出大片！

在陈远明看来，手机摄影胜在“方便”和
“专业”。“手机摄影已经是举手之劳随心所
摄。手机算是最便宜的摄影器材，科技发
展也已经让手机摄影技术硬件过关，全景、
多倍变焦、微距等多种拍摄模式大大提高
了手机摄影的实用性，且影像存储和分享
方便快捷，使用一部手机足够胜任旅行记
录，轻松把握拍摄效果。”陈远明说。

而对于怎样用手机拍好照片，陈远明
分享了几条秘笈：

迅速开机，就是指迅速打开手机的摄
像头对于摄影来说，很多瞬间稍纵即逝，

“手速”非常重要。除了直接点击桌面的
“相机”图标开启手机的摄像头进行拍摄，
现在很多手机都在锁屏界面下设置了快速
进入相机拍摄模式的快捷方式。

主体拍大，尽量的大。陈远明经常对
朋友说，照片拍得不够好就是因为拍得不
够大。无论是拍人还是拍景，把主体突出
是关键，特别是手机摄影，拍景一不小心
就把杂乱的背景拍进去了，影响画面。这
时就需要靠近，再靠近，尝试把人充满画
面，结果会给你惊喜。

横平竖直。把手机放平摄影是手机
摄影技术的第一步，认认真真把相片拍得
横平竖直是提高摄影成功率的有效保
证。在手机设置中打开网格线设置，拍摄
时地平线，建筑物的外边，树木、室内的门
框线都是参照物参照线。

选择对焦点和控制曝光。对焦准确照
片才会清楚，只有曝光准确，最终才能获得
好的照片效果，所以在拍摄时要尤为注意
正确曝光，不要寄托于后期再来做特效。
手机拍照时对焦的操控非常简单，拍照时
点击屏幕，即可完成对焦动作，还能通过内
置曝光补偿功能，更加精准地控制曝光。

画面要有层次。在选取摄影画面时，
要充分考虑前景、中景、背景与被摄主体
的主从关系。比如将被摄主体置于镜头
的前景，而背景纵深虚化；或者透过窗户、
镜子等拍摄被摄主体，这都能为照片增加
内涵和趣味性。

光线的运用成就大片。手机通常尽量
避免在逆光的情况下拍摄，需要随时改变
拍摄角度，注意观察光线的照射方向。从
侧面射入的光线能更好地突出物体的质
感，因此要尽量利用侧面光。当然如果为
了追求逆光片效果也可以，需要加些后期。

从别人看不到的视角拍摄。视角不同
往往可以给照片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例
如通过前后景别的衬托，通过高低视角的
变化等，让自己拍摄的照片在视觉上更具
冲击力，同时也让照片更具动感和活力。

手机派：

手机在手
天下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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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派：

用眼睛找
用镜头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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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派：

上帝视角
看世界

视频派：

让美景
“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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