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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金雕
“巫山鸟叔”名叫陈光国，今年50岁，

2011年开始学摄影，2013年开始接触拍
鸟，截至目前他所记录的巫山鸟类，已达
到了200余种。“巫山鸟叔”这个称号实至

名归。
陈光国就

职于巫山县盛
丰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是巫山
摄影家协会会
员。他认为，每

一个热爱拍鸟的人，无一不向往配置高的
长焦镜头。“其实没有好的相机不要紧，只
要有爱心和耐心，就能捕捉到想要的瞬
间。”陈光国热爱拍鸟几近疯狂，他时常在
静谧的氛围里，独享人、鸟、大自然的深度
融合，体会每次按下快门的美妙。

更多时候，陈光国是在用镜头见证家
乡生态变化。就好比两年前，他在巫山神
女峰发现了国宝——金雕。

那天，陈光国在神女峰景区蹲点拍
鸟。突然，崖壁之上，两只猛禽赫然出现，
似乎一公一母，翼展平均2米，体长1米，
腿爪全被羽毛覆盖。陈光国来不及判断，
迅速举起相机，捕捉到了“大鸟”翱翔蓝天
的雄姿。

兴奋之余的陈光国，第一时间将图片
分享到了中国鸟网上。没想到，众多摄影
爱好者为之雀跃，纷纷留言告诉他，这种
大鸟国内绝对少见，名叫金雕，是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同时也被列入《中国濒危动
物红皮书·鸟类》中的易危种。

金雕惊现巫山，从此载入史册。近两
年来，陈光国已为家乡收集金雕画面上千
张。据他观察，巫山金雕通常一早一晚飞
出悬崖洞穴，有时好几天窝在窝里不出来
觅食。它们飞行速度极快，一旦盯到猎
物，便目不转睛盯在一处，抓住猎物就回
窝进食。

“我见过金雕抓野兔和老鼠，若人对
金雕不造成威胁，金雕便不会攻击人。相
反，金雕会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与同类。”
陈光国说。

鸳鸯归来
自古以来，鸳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吉祥鸟，象征着坚贞的爱情，比喻恩
爱的夫妻。对于鸳鸯的印象，大多数人
停留在鸳鸯枕头、鸳鸯装饰物、鸳鸯美术
画当中。陈光国眼里的巫山鸳鸯，多数
人没见过。

他介绍，鸳鸯是雁形目鸭科，属水鸟，
也属候鸟系。5年前，鸳鸯出现在巫山小
三峡的数量不多，他偶尔能抓拍到几对。
近3年冬季，飞来小三峡过冬的鸳鸯，可
以说是成群结队，数不胜数。“今年冬季，
在小三峡追逐嬉戏的鸳鸯有上百只。”陈
光国认为，生态好了，鸳鸯自然归来。

虽然鸳鸯几乎成双结对，但它们喜于
群居。据陈光国观察，鸳鸯的外貌跟人相
反——雄鸟羽色艳丽，光彩照人；雌鸟一
身朴素褐色，腹部纯白。

“发情期内的雄鸟，频频向雌鸟献殷
勤，炫耀自己的艳丽，而雌鸟紧随雄鸟身
侧，围绕雄鸟不住打转。这时，心领神会
的雄鸟跟着做出同样的表演。随后雄鸟

频频向雌鸟曲颈点头，浸嘴于水中，同时
竖直头部艳丽的冠羽，然后伸直颈部，头
不时地左右摆动，这就是雄鸟在求偶、求
爱。随后，雌鸟不时地伸头，向雄鸟回应
爱意。本来一前一后游的鸳鸯，突然并肩
徐徐游于水面，并不时将嘴浸入水中，这
便说明，它们已认定了对方，从此形影不
离……”

陈光国往往采用简洁的背景，将鸳鸯
百变的姿态呈现得更清晰。他会等待它
们展现出特别的动作，随即跟拍到底。体
会鸟儿的生活状态，便是了解大自然的过
程，当长焦对准鸟儿那一刻，他的思绪便
与鸟儿一起飞翔。

森林潜伏
近年来，陈光国利用节假日休息时

间，在巫山楚阳等地乡村寻觅野生鸟类，
跟踪拍摄鸟儿们各种习性。“竹鸡、红嘴相
思鸟、环颈雉、山斑鸡，均是国家三级保护
动物……”陈光国说起现在生活在巫山境
内的鸟类，如数家珍。

据他了解，很多珍稀濒危鸟类和金丝
猴等珍稀动物，近年来逐渐返回巫山。截
至目前，已有300余种不同保护级别的鸟
类及数百种珍稀动物在巫山生存。

陈光国的周末，多数是在巫山的山头
与江岸边度过。拍水鸟就去岸上摆个板
凳蹲点，拍林鸟就背着干粮去森林徒步。
他也时常走在巫山大街小巷，抓拍建筑物
上昂首阔步的鸟儿们。

为了不惊扰鸟儿们的生活，陈光国往
往要伪装自己，与部队的军人作战一样，
把自己伪装成一棵树或一株草，潜伏在植
被当中。即便脚麻、衣脏、脸上沾泥，他都
不在意。他认为，唯有尊重鸟儿，才能真
正拍下鸟儿最放松、最真实的画面。

陈光国有他的拍鸟风格，不会刻意踩
点，走到哪，拍到哪，从天亮到天黑，直到
拍到满意的画面。他说鸟不是花，不会老
老实实站在那里给你拍，所以拍摄过程会
很繁琐，但乐趣无穷。他的眼神总是跟着
鸟儿来，但凡静下心来，便时时刻刻集中
精力，去努力捕捉新奇的角度。

生态变化
去年，陈光国与几个本地拍鸟爱好

者，在农村院坝布置了一处迷你的拍鸟场
地。那里布满了花草，不时撒一些谷子和
小虫吸引鸟儿的注意，等鸟之余，大伙沏
上一壶茶，远离喧嚣，褪去浮躁。

“每个人泄压的方式不同，如果既
能享受轻松，又能将个人爱好注入，何
乐而不为呢？”陈光国是这样看待拍鸟
这事的。

记者了解到，陈光国拍的巫山鸟类
照片，经常会参与全国各地的宣传展出，
他的作品深得外地拍鸟大师的青睐，通
过他的鸟片宣传，外地不少鸟友专程来
巫山取景。

中国鸟网是国内拍鸟爱好者的聚集
地，陈光国是重庆版版主。今年春节期
间，源源不断的鸟图上传，这令陈光国甚
是兴奋。他告诉记者，长期在大渡口区中
华美德公园拍摄翠鸟的老摄影爱好者多
达百人，年龄均在60岁以上，这个鸟友队
伍还在壮大；南川金佛山是国内摄影界公
认的拍鸟胜地；“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
近年频现重庆，这种国宝级鸟类，在全球
也不过几千只……

“鸟儿选择的生存环境，必定是绿色
自然的。鸟群出现的数量，能判断一个区
域的生态环境变化。”陈光国希望更多的
重庆人能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善待野
生动物。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受访者供图

他的镜头

对准人
记录一个个
归家的眼神

他的镜头

瞄准鸟
记录一只只
翱翔的精灵

从19岁参军到后来进入
铁路系统工作，35岁的颜纪伟
有10多年没有跟家人一起共
度除夕夜了。但从狗年跨入猪
年的路上，他也并不寂寞，一如
往年——他值守在重庆北开往
上海南的这趟普快列车上，翻
看着自己那台单反相机里的照
片，挑选出满意的笑脸，导入手
机，传给微信里刚添加的好友，
名单上备注着“蓝衣母女”“戴
黑帽老年人”……他的镜头中，
上演着一出《归家的笑脸》。

今年春节，不少返乡过
年的巫山人发现，近些年来，
家乡立足生态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旅游，家乡的自然生态得到
了很好发展。

实际上，巫山自然生态
之变，不仅是当地职能部门
积极付诸行动的成果，更离
不开每个巫山人对美好自然
环境的坚守和热爱。近日，
记者走近“巫山鸟叔”，他是
助力家乡生态保护的代表之
一。今年春节期间，他在当
地朋友圈走红，大家借他的
美图晒家乡、赞美家乡的同
时，也在为他的精神点赞。

初学者
算起来，颜纪伟成为一名摄影爱好者还

不到5年，手中的相机是儿子1岁时奶奶送
来的生日礼物，给儿子拍照是他接触摄影的
初衷。不过，作为重庆客运段K73次2组的
一名列车员，他能陪伴成都家中儿子的时间
并不多，加上孩子年幼好动，捕捉影像也不
容易，起初他的摄影水平进展并不快。

也要感谢常年在外跑车，他总能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这趟K73/4次列
车，串起了乌江画廊、秀美边城、浙南山水、
沪杭都会等旅游资源，也时常成为旅行团
的“专列”。爱旅游的人中，总不乏摄友，闲
暇时与这部分乘客闲聊，交流摄影技巧，颜
纪伟也得到了一个建议：何不把相机带上
车厢，旅客们可是不重样的模特。

“这样真的可以吗？”虽然不清楚乘客
是否只是随口一说，但颜纪伟决定试一
试。当他挎着相机出现在熟悉的车厢时，
他就有点手足无措了，“不好意思开口”，
这是他最初的顾虑，但既然已经来了，他
觉得张开口就成功了一半。

试着开口，等待他的却是“成功之
母”——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他是骗子，或
者是在搞形式主义。他记得很深刻，好不
容易有人同意拍照，他便凑上去加微信，方
便之后导出照片反馈给乘客，不过一听要
加微信，乘客马上警惕道，“你要加我推销
什么？”无奈之下，他只好删除照片，这个举
动更是加深了乘客的误解：“你看看，不加
微信就删照片，肯定有目的！”面对这样的
质疑，颜纪伟哭笑不得，更是百口莫辩。

再出发
列车上的拍照计划就此中止，重启已是

2017年初，那是他参加的第9个春运。春节
回家对中国人有别样的意义，他觉得有必要
用相机记录那一个个归家心切的眼神。

著名摄影师王福春出过一本摄影集，叫
作《火车上的中国人》，记录几十年间车厢中
的人生百态，颜纪伟的拍摄环境类似，但主
题又不同，他觉得自己离摄影创作还差点火
候，他只是单纯地想给自己服务的旅客拍张
照，留个纪念，希望他们能因此有一次难忘
的旅途体验。做这件事的出发点，除了给自
己练手，他也希望能成为列车服务的补充升
级，“乘客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服务要求也跟
着提高了，只是打扫卫生、安全宣传和巡视
车厢，感觉有些不够了。”

而这次再出发，颜纪伟也做了充分准
备：网上找资料，翻看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跟家人朋友练习沟通，甚至还要在短视频
网站上学习逗孩子的办法。在那次春运
中，旅客对他的接受度明显上升了，“接受
和拒绝，一半一半吧。”颜纪伟笑着说。

搭讪狂
今年春节前，记者跟颜纪伟一起登上

了列车，发车的时段他并不当班，因此也
有充裕的时间给旅客拍照。颜纪伟走向
率先登车的一对母女，简单寒暄，然后帮
她们搬运行李，很快取得了对方的信任。
一听说要拍照，这位母亲也有些迟疑，可
颜纪伟满脸微笑，用起了自己说了好几年
的开场白，“你们到哪一站啊？要到上海
啊，来嘛，20多个小时的旅程，出来就要
开心，我们拍个照留个纪念嘛。”对方的犹
豫也放下，他赶紧举起相机，“来，小妹妹，
跟妈妈靠拢一点，好的，笑。”咔嚓咔嚓，

“来，看一下效果嘛，可以噻？”颜纪伟给两
位旅客看看刚抓拍下的笑脸，然后用手比

划出一个长方形，“把照片洗出来，放这么
大都非常清晰，加我个微信，我回头就把
原图发给你。”

成功拿下两张笑脸，但颜纪伟告诉记
者，这是初级难度，“妈妈带孩子、旅游团、
老年人是最配合我拍照的。”

在颜纪伟的经验里，列车上的老年人
99%都会配合拍照，“我就跟他们讲，想一
想自己家里有没有这种大头照片，他们很
多都说，这辈子都没用这种‘专业’的相机
留过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对老两口，一
开始还不好意思，我给他们拍了几张看过
之后，拉着我在车厢里各种摆造型，拍了
几十分钟。”

调解员
当然，难搞定的人也很多。
他的拍摄对象里，母亲带孩子是“小

天使”，父亲带孩子简直就是“灾难”。“在
我工作的这趟车上，有不少去上海、杭州
等地务工的人员，父母长期和孩子分开，
到了寒假孩子放假，家里老人先把他们带
到父母务工的地方，春节前，孩子就跟着
父母回来。平日里他们之间交流就不多，
在车上也是各玩各的，尤其是父亲带孩子
那种。”这种情况，颜纪伟会主动上前，帮
助他们做一些亲子互动，“拍合照需要靠
近，需要笑，我觉得是帮助他们沟通的好
办法。”通常这些家庭会愿意接受拍照，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父亲的表情都非常
僵硬，甚至说是霸道，孩子也不情不愿，我
就会指导他们拍照，用在网上学的折纸什
么的来哄孩子，还引导他们去叫爸爸。”其
实，拍个照就两三分钟时间，真的能改变
什么吗？颜纪伟不知道，但他愿意去做。

另一种他喜欢迎难而上的，是小两口
闹别扭的情况。一开始对方多半会觉得
颜纪伟“不懂事”，但他也不管，上去就按一
通快门，然后把照片拿给旁边的乘客看，旁
人都夸好，也撺掇小两口来看，任谁也都不
好意思再拒绝，“本来就是可以避免的小吵
闹，能在我这里遏制住升级的势头，也是为
列车中的和谐尽力，算是本职工作。”

获得感
给人拍照，费力不讨好，颜纪伟怎么

受得了呢？“那有什么，站在他人的角度思
考，每次找人聊天拍照，我都做好了被拒
绝的准备。其实别人不是有意针对我，只
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大家敞开心
扉，互相尊重，什么都好说。”

给人拍照，颜纪伟能收获些什么呢？
是照相技术？他翻开手机相册，对比

前一年和最近的照片，进步的确“肉眼可
见”。这几年，跑三天休三天，每次出车他

都要给近百人拍照，算一算，他的相机中
记录了多少张笑脸。

但对他自己而言，还是一种获得感。
以往的列车服务，就算颜纪伟把车厢打扫
得再干净，顶多得到乘客“小伙子真勤快”
的表扬。而现在，当他拿着扫把经过车
厢，之前的“模特”们都纷纷伸出手，“来
来，我来帮你扫。”再就是做安全宣传，自
己喊得再大声，听不进去的乘客还是不
少，而有一次，颜纪伟竟然听见一名家长
给孩子这么说，“不要在车厢里乱跑，这是
刚才给你照相的叔叔说的，你要听话哦。”
令他感动不已。

走过车厢连接处的开水机，颜纪伟也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连洒在地上的
开水似乎都变得少些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
然 钱波 通讯员 鄢超 摄影报道

▲比别的列车员多带
一台相机工作的颜纪伟

▲颜纪伟在车厢里外都要拍照记录

▲颜纪伟逗小朋友，让他拍照更自然。

▲颜纪伟会记下被拍者的联系方式，
将照片发给对方。

▲老大爷老大妈一辈子没拍过几张照片

▲乘客们给颜纪伟点赞

▲颜纪伟给乘客看拍照的效果

▲颜纪伟给一对母女拍照

▲巫山金雕翼展平均2米，拍摄于神女峰。

▲酒红朱雀

▲巫山金雕

▲白领凤鹛

▲橙翅噪鹛

▲翠鸟喂食

▲翠鸟捕食

▲鸳鸯戏水

▲“巫山鸟叔”
陈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