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5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赵小洪 视觉 青泉

图编 陆晓霞 责校 蒋国敏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人物 慢新闻深阅读

90后
重庆崽儿

徒步冰川极地
拍下世界13座高峰

国家地理2019年旅行者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

拍遍全球风光
他静念“等”字诀

“我一边走，一边等”
这是一种工作方式
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登高，代表人类追求进
步，代表一种冒险精神。”

●“有时候，撤退也是一种
前进，可激发人的好奇心、野
心，还有勇气。”

●“生活充满未知，一切皆
有可能。”

储卫民在新浪微博上，被网友们称
作托马斯，他的微博名为“Thomas 看看
世界”。

跟他面对面交流时，储卫民说话简单
明了，一问一答。我们试着从他录制的网
上交流视频去走进他，发现他每每聊到技
术分享，便打开话匣，话题不断。

生活中的储卫民什么样？他的妈妈刘
兴兰告诉我们，储卫民从小学习不让家人
操心，尤其喜欢数理化。别人家的孩子上
奥数，是家人劝去的，储卫民向来是自己主
动要求去。

“我问他，要学就好好学。他会告诉
我，‘妈妈你放心，我不会浪费你钱，我知道
你挣钱辛苦。’”刘妈妈说，储卫民从小是个
热心的孩子，乐于助人，在西南大学附属中
学读书阶段，是同学和老师共同推选出来
的班长。或许正是校园生活，培养了储卫
民的责任感，让他逐渐变得沉稳。

储卫民出生在重庆市北碚区一个普通
家庭，母亲从事保险行业，父亲从事会计工
作，在上大学之前，其实连远门都没出过。
与许多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他从小过着
按部就班的学习生活。

“这孩子倒是很令人惊讶，因为英语偏
科，他用了最笨的一个方法扩展词汇量！”
刘妈妈说，储卫民竟在高中阶段，背完了
800 页的英汉词典。其实刘妈妈不知道，
据我们所知，大学阶段，她的儿子还背完了
托福必备英语词汇表。

或许正因为勤奋好学，让储卫民在细
枝末节中，为自己的户外摄影梦积淀了无
限可能。

储卫民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大学的
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二时，“够拼
命”的储卫民，拿到全奖去德国留学交流。
大学期间，除了埋头学习，储卫民最大的爱
好无疑是摄影，他用打工挣来几千块钱，购
买了人生中第一台单反相机。

“这孩子幼儿园阶段学过画画，小学阶
段练过田径，大学前，真还没发现他喜欢摄
影。”刘妈妈说，当她得知儿子热爱摄影时，
惊讶不已。

在德国，储卫民有了第一次长途旅
行。他还记得，那个冬天雪很大，他没有任
何户外装备，背着书包，就去国王湖徒步，
走到鞋底湿透。

后来，他在阿尔卑斯山看见当地老人
和小孩，都在积雪里前行，激发了他徒步和
记录旅行瞬间的热血。

“2012 年，我曾在瑞士一处海拔 3000
米的高峰下徒步，身上就穿了一件雨衣，一
条裤子，内心自信极了。没想到，下山的时
候，先是迷雾袭来，我差点迷了路，最恐怖
的是，竟然走到了悬崖边。紧接着打雷下
雨，吓得我狂奔。你们可能想象不到，途
中，我还被山洪困在乱石堆里……”储卫民
说，自从这次遇险后，他每次出行前，都会
做好充足的安全准备和徒步攻略。

储卫民追求梦想，起初真可谓孤注一
掷。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在新加坡当了 3
年的软件工程师，薪资还不错。当家里人
都为之骄傲的时候，他竟然告诉亲人们，他
决定要成为一名职业的户外摄影师。

“当初，不顾家人反对辞职，把我们气
惨了。”刘妈妈说，但好在这么多年过去了，
储卫民用一点一滴的收获，一步一个脚印
的足迹，证明了他当时的选择没有错。而
今的他，依然是家人心中的骄傲。

“不过，只要他去户外，我和他爸爸就
担心受怕的。背那么重的包，走几十公里
路，太心痛他了。”刘妈妈说，而今大约7个
多月时间里，储卫民是在拍摄的路上。有
商业拍摄，也有自费旅拍，儿子的经济已独
立，不用家人再为此操心。但对于刘妈妈
来说，挣钱和名利都是次要的，儿子的安全
才最重要。

“在挪威布道岩下，我曾遇见一群极限
跳伞家，他们用疯狂又充满激情的方式，诠
释了生命的多彩。”储卫民说，生活中有无
限可能，这句话真说到了他的心里。今后，
他会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如今，29 岁的储卫民拿下了全球大
奖，他依然在路上，追寻属于他的那片星辰
大海。今年底，他将第四次前往格陵兰，这
次，他要好好记录下格陵兰冰川的壮阔。
我们期待他带回更棒的作品。

在国外当了3年软件工程师
为了摄影梦孤注一掷

一份孤独
今年5月，储卫民在阿根廷菲茨罗伊峰下拍摄的“金山

银河”照片，在网上反响热烈，微博阅读量迅速超过1500万
人次。

很多人好奇，那张迪士尼城堡般的金色雪山，配合
上如同派拉蒙标志里的壮观星河，真的是大自然中存在
的吗？

“是真的，户外风光摄影是一份孤独的工作，需要耐得
住寂寞地等。除了技术积累以外，这是等来的结果。”储卫
民谈了谈心得，他说，人像、静物、产品等摄影类别相对可
控，风光就不行了，看老天爷脸色，大自然的力量和脾气，凡
人一无所知。所以，除了无尽的等待以外，还得具备强大的
心理承受力和强壮的身体。

往往为取得一个好的拍摄点，或者想抓拍到一个好的
瞬间，每天徒步20~30公里无人区或山区，储卫民认为，这
是户外摄影师野外生存的基础。

他在格陵兰徒步的探索中，曾经历最为梦幻的一个夜
晚。当时连续两天降雨，他在帐篷里憋得不行，当地信号极
弱，与外界联系困难。突然，一束月光打到他的帐篷上，他
连忙出去查看，只见，风暴过后云开雾散。远处的巨峰岩壁
全部被白雪覆盖，在月光下闪闪发亮。他来不及整理，匆匆
抄上脚架和相机，就冲到了小河边。

那晚，他对眼前所见美景如痴如醉，从晚上8时开始
拍摄，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期间，连续在河边待了
多个小时的他，早已快要冻僵，正准备返回，哪知，更加
炸裂的一幕接连出现，漫天的极光开始轻飞曼舞，逐渐
爆发夺目。那些绿色拱桥从天空东北一直延伸到西南，
他赶紧用广角竖接片的方式，记录下了这无比震撼的神
奇天象。

“这些年，我一边走，一边等。”储卫民说，自己很理性，
同伴也很理性，在每次户外摄影中，他在真正享受和感受孤
独。付出总会有收获，总会迎来猝不及防的果实。

300米天坑
2018年春节前，储卫民再次向自我极限发起挑战，跟

从专业探险队，他成功进入位于越南的韩松洞。在这个被
称作“世界洞穴走廊”的地方，他下至300米深的天坑，期间
过溪过河50余次，登山鞋没有干过，抓拍到了冰川洞穴、海
蚀洞穴、断裂洞穴、碎石堆洞穴等罕见自然景观。

“在洞穴内，我的神经时刻保持紧绷和兴奋。有一天中
午，一束阳光从天而至，我们正在吃午饭，那瞬间犹如重见
光明。”储卫民抓上相机就往光明处跑，他眼里，水、石、光在
那一刻完美地结合，人的渺小与自然的宏大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生活充满未知，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他登高望远最大
的感受。

13座高峰
储卫民喜欢拍雪山、极地等户外景观，也就是说，他注定

跟严寒恶劣的极端天气以及复杂艰险的地貌相伴。
目前，他已去过世界30余个国家或地区、200余个城市，

足迹主要留在了亚洲和欧洲。
通常，他会随身携带两个户外包，加起来重约30公斤左

右。一个放于途中住处，一个随身。不离身的户外包通常重
约15公斤左右，除了放三脚架外，帐篷、罐头、打火石等野外
生存物品，成为他徒步的必需品。

在悬崖边搭车，在风雪天徒步，在山谷中被大风撂倒，相
机因为极度低温而自动关机等等，各种突发状况对他来说，就
是家常便饭，甚至有时候，需要趴地而行。

据统计，全球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独立高峰，珠
穆朗玛峰、乔戈里峰、洛子峰、马卡鲁峰……截至目前，储卫民
已登过13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他通常会在海拔4000米
以上的高峰大本营驻足，等待壮美的画面出现。

“登高，代表人类追求进步，代表一种冒险精神。”储卫民
说，极限户外摄影，是每个摄影师的向往。但为了更好的前
行，时刻具有风险意识，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高峰之上的云朵
突然走势很快，或乌云密布，很可能一场风暴和雪崩即将来
临，哪怕距顶只有一步之遥，摄影师也要果断及时地撤退。

“有时候，撤退也是一种前进，可激发人的好奇心、野心，还
有勇气。”储卫民曾4次前往乔戈里峰取景，该峰是素有“野蛮
巨峰”之称的世界第二高峰。那里海拔8611米，亿万年来，它
就这么壮观地挺立在群山之巅，等待最勇敢的攀登者来发现。

储卫民说，每次行进在乔戈里峰群山之间，那里的一切，
仿佛将他放逐到世界尽头。那里有皎洁的月光，让大地如同
白昼；有璀璨的星河，让天空伸手可触；有茫茫白雪，河谷沟
壑，冰川纵横，直指苍穹。

“我的镜头里，乔戈里峰犹如金字塔般的威严。”储卫民在
这里，曾两次偶遇中国著名登山者张梁，他是国内首个登上全
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和7座七大洲最高峰的人，并以探
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

张梁告诉他，能在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认识自我，体会自
我，远比拿到世界级头衔更重要。

三次探索
至今为止，储卫民已三次前往格陵兰探索。2017年8月

至10月，在格陵兰南部峡湾的无人区，通过徒步和划船等方
式，他第一次踏上这片位于北极的土地。

储卫民多数时候，采用徒步的方式去寻觅，他既被当地独
特的峡湾和山峰所震撼，又被当地简单静谧的生活所吸引。

他发现，当地年轻人不断离开村庄，搬到市镇生活。这里
的海鲜价格与蔬菜水果相比，显得非常便宜，甚至可用50元人
民币的价格，买条十余斤重的鳕鱼。格陵兰当地居民习惯为房
屋涂上颜色，以区分房屋用途和屋主职业，蓝色往往代表渔民
住处，黄色代表医院所在地，红色代表餐馆或咖啡馆。当地人
把格陵兰犬视作工作伙伴，狗拉雪橇被视作重要的出行方式之
一。每隔三个月，船只便会将新鲜的果蔬和肉类，运至格陵兰，
每家每户奔走告知，人们争相囤货，成为当地居民最重视的活
动之一，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用于储藏食物的大冰柜。

“每年3月，是格陵兰西北部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今年3月，
我选择去那里看看，想看看在气候最恶劣的环境下，当地人是怎
么生活的。”于是，储卫民选中了乌佩纳维克镇，这里是格陵兰第
13大小镇，共有近1000名居民居住，也是周边9座村庄的中心。

这座小镇拥有这一区域唯一的机场，每周大概有2~3班
支线航班，从这里飞往格陵兰西部重镇伊卢丽萨特。这也是
该小镇唯一和外界来往的途径。储卫民的获奖作品，就出自
于这次旅行，取景正是乌佩纳维克镇机场附近。

这座小镇修在一座海岛上，沿山坡而建，整个小镇呈上窄下
宽状。夜晚，无人机俯拍小镇全景时，星星点灯的房屋在雪地
里，好似组成了一棵巨型“圣诞树”，非常梦幻唯美。尤其当大海
和地面被白茫茫的冰雪覆盖时，这里，好似北极土地上难得的一
抹色彩。今年3月，他在这里拍摄视频和照片多达9个G。

“我想，不仅要记录这里的建筑和环境，还要把当地人的
活动融入进来。所以，我等来了画面中的一家三口，为观者提
供更多信息。”储卫民随身携带的无人机，也是他的“侦察机”，
不断为他提供“拍摄情报”。他会将全景照片通过电脑放大，
然后仔细搜索一些可能的拍摄点，并用红圈勾画出来。

“这里少有游客到访，网上几乎没有这个小镇的照片。”储卫
民认为，这座小镇带给他的惊喜和感动，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一封邮件

国家地理杂志创办至今，已有上百年发行史。能在该杂
志上发布自己的摄影作品，不仅是储卫民的心愿，也是世界各
地摄影人的梦想。

该杂志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旅行者摄影大赛，今年6月，
2019年的获奖名单揭晓。其中，储卫民三个字出现在获奖名
单的顶端。他不仅拿到了该大赛全球总冠军，还获取该大赛
城市组一等奖。

这一获奖结果，令国内摄影人为之沸腾。对于这名90后
户外摄影师所取得的佳绩，有网友按捺不住激动情绪称：“中
国的年轻人太生猛了！”

储卫民摘得两项大奖的摄影作品，均为同一张《北极的冬
天》，摄于位于格陵兰西北部的乌佩纳维克镇。

“我最喜欢格陵兰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储卫民说，他在
格陵兰见到了许多从丹麦、菲律宾等地移民过去的人，对于喜
欢独处的人来说，格陵兰就像是世外桃源。

今年5月初截稿，6月12日正式公布结果。结果公布之前，
储卫民意外地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正是来自国家地理编辑部。

其中提及，储卫民的参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格陵兰当地
的自然风情及人文生活面貌，透过画面仿佛能感受到当地零
下20℃的寒冷。画面中，夜晚的蓝色调，让这座小镇显得格
外静谧、寒冷，明亮的灯光，和牵手走在雪地里的一家三口，又
让人感到无比温暖。邮件中称“这张照片，抓住了非常精彩的
动人瞬间”。

这封邮件，来得太突然了。储卫民说，自从2012年起，他
陆续向该大赛投稿，投稿作品中，包括阿尔卑斯小镇风情及缅
甸蒲甘佛塔热气球之旅。

据悉，今年该大赛人物类作品第一名得主，也是中国户
外摄影师，名为李怀峰。其作品名为《表演时刻》，主要抓拍
于山西黎城县，画面中的演员们正在窑洞内，为一场戏曲表
演作准备。

“我们能代表国内摄影师拿奖，是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
中国的年轻摄影师来了。”储卫民相信，接下来，国内许多多样
化摄影作品，将在国际舞台上陆续崭露头角。

由于时常身处户外，网络信号不稳定，一周前，
我们与储卫民的网上交流，多数时候靠等。

8月2日至7日，他返渝短暂休整，趁此机会，我
们与他约在了渝中区解放碑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见面。

网上少有储卫民的正面照，他似乎更喜欢在山川河流之
下，偶尔留下几张背影。那么，他会以哪种方式出现呢？

5日下午3时45分左右，一名身着户外服、背着户外包
的大男孩，推开了咖啡馆大门。他径直走到前台，排队点了一
杯咖啡，然后静静站在取餐台等待。

“是储卫民吗？”我们试着上前打招呼。他友好地笑了笑，
点点头，表现出些许腼腆。他鼓鼓囊囊的背包内，不知装了些
什么宝贝。

“我的摄影装备比较简单，最常用的是索尼A7R3微单，
抓拍人文风情的话，习惯用华为Mate20 X手机。与其说
我是一名专职户外摄影师，不如说我是向往自由的徒步者和
旅行者。”他小心翼翼取下背包，轻轻放在地上。

这便是储卫民，当下各大网站的热搜人物——90后，重
庆人，国家地理2019年旅行者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及城市
组一等奖得主。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琅 实习生 刘雨溪/
文 钱波/图 摄影作品由受访者提供 ▲储卫民获得国家地理2019旅行者摄影大赛全球总冠军的作品《北极的冬天》▲储卫民在户外的工作照

真实的他

让 阅 读 慢 下 来 ，让 生 活 慢 下 来

新闻慢

A B C D E

▲2019年3月，在格陵兰，储卫民用手机抓拍雪景中孩子放
学的身影。

▲第一次踏上格陵兰，这是储卫民记忆中最梦幻的一个夜晚。 ▲储卫民在格陵兰南部的峡湾徒步时拍到的美景。 ▲在储卫民眼里，乔戈里峰如金字塔一般威严。

◀夜晚的韩松
洞，储卫民用
户外大功率的
探照灯，将百
米高的山体打
亮，拍摄到了
夜晚璀璨的星
空。

▲2019年7月，储卫民在
国外拍摄两姐弟在花丛中
玩气球的温馨场景。

▲2019年3月，储卫民在格陵
兰岛，用无人机捕捉到了渔船
驶过，海鸥相随的奇异景象。

▲2019年5月，储卫民在阿根廷抓拍到了日照、金山、星
河共存的绝美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