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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闽

航空人说摄影

秦岭树与祁连雪

|| 高涵川

从出差的外场驻地出发，向
西南方向行驶上百公里之后。当
满车的人们都被笔直的公路与无
垠的大漠催眠时，一堵冰雪作顶
的高墙突然横亘于眼前，其视觉
与心理的冲击丝毫不亚于无边怒
海上的漂流者眼前突然映入一片
果蔬繁茂的乐园。

可能因为总是身在异乡的缘
故，看到它的第一眼时，总想将
他同熟悉的秦岭相提并论。秦岭
是苍翠茂盛的，北麓的七十二峪
口涵养出八水绕长安，构成了中
华民族历史上最强盛时的绝美图
景 ；南麓又启发出嘉陵江、汉江
等长江前几大支流，孕育了与关
中天府截然不同的风貌。那是黄
河与长江握手的地方，那里有中
华文明最饱满温柔的模样。祁连
山并不像秦岭一般枝繁叶茂，更
谈不上葱茏美丽。但他是陇原大
地的父亲山，也是河西走廊繁荣
的靠山。他像一位坚毅的战士，
立在河西走廊的南端，在青藏高
原与蒙古高原的狭缝中，用坚实
的臂膀撑起农耕文明最遥远的一
片领地。融化的雪水化作甘露，
浇灌着上千公里本不富饶的土

地，让数百万陇原儿女世世代代
得以茁壮成长。

在这里望见祁连雪，便回忆
起故乡的山。想起郁郁葱葱的树
林，想起穿插在陡坡斜崖间的林
间小路，想起春日里粉嫩的桃花
一片，想起夏日炎日下山溪奔流
吵闹，想起秋日坠的果树都弯腰
的青苹。回看一路走来的戈壁，
恍然间更有了一丝似梦非梦的奇
幻感。

两千年前的关中健儿，从被
秦岭滋养的关中天府出发，翻过
一千座高山，越过一万座沙丘，
来到他们能保护的最远界限。当
他们望见一片祁连雪时，是否也
像我一样惊讶又感动？他们一路
向西，向北，为中华民族开拓出
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跨越千年，
我同他们共饮一捧祁连雪，同望
一片秦岭树。他们的故事由我们
口口相传了千余年。

可当汉唐盛世褪去，最后一
群关中子弟在比这里更遥远的天
山绿洲间辗转坚守数十年后，也
终于凋零在凛冽的风沙中。龟兹
军、安西军、归义军，这些名字
在五千年壮美画卷上留下了最悲
壮凄美的烙印。离开家时，他们
或许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还梦

想着像自己的祖辈父辈一样，跃
马疆场，守土建功。自古秦兵
耐苦战，可这一去，却直到两鬓
斑白也没得到年少时艳羡的“跃
马过渭桥”的荣耀，背囊里家人
手折的渭河垂柳早已干枯，却再
也没了再望一眼家门口老树的机
会。

而今，漫漫黄沙中走来了我
们。为共和国战鹰磨炼羽翼，我
们在这里开拓出新的战场。一次
次在漫天星辰的凌晨进场，在烈
日骄阳下抬眼望天空中的战鹰。
陇原风沙大，再转身，忽然觉得
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千年前的古
人没有选择，以身许国，再难许
家 ；而此时此刻的我们，在全力
保障着震慑外敌的先进航空武器
装备的同时，也能够轻而易举地
回到秦岭树下的家。比起千年前
的他们，我们是何其的幸福。

秦岭树是家，祁连雪是国。
家国天下。今日的我们，一回头
秦岭树，一抬眼祁连雪 ；一肩挑
家，一肩报国。这是我们的幸
运，也是时代的幸运。   生在新
时代，我致敬那些曾饮祁连雪的
人们，致敬每一位在风沙中坚守
的战士。

欣慰缘于付出
|| 王建辉

人生的岁月如此之快，不觉中我已
经步入了花甲之年，到了退休的年龄。
最近偶然翻阅了 10 年前的工作日记，
上面记录的一件件、一桩桩平凡事，把
我的思绪又重新带回到走过的平凡而充
实的岁月。

2009 年，我在航空工业庆安电控
公司一个基层党支部担任党支部书记。
四月初的一天，党委组织部的领导找我
谈话，他对我说 ：“你做好思想准备，
党委决定调你去老干部党支部担任书记
兼副主任，做老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
那个时候，我们电控公司破产重组不久，
各项工作百废待兴，老干部工作就是其
中之一。我想，此时组织上派我去做老
干部工作，既是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寄予
了希望。

在我去老干办之前，公司投入了数
万元对原来的老干部活动室重新进行了
扩建装修，但硬件具备了，老干部们对
我这个“新人”还是持一种“怀疑观望”
的态度。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决
定从调查研究入手。那些日子，我和同
事小王逐门逐户走访了公司 33 名老干
部，认真倾听他们对公司老干部工作的
意见和对做好服务工作的建议，我们的
这一举动出乎不少老同志的意料，老同
志们敞开心扉提了不少的意见和建议。
事后我发现，要想取得老同志的信任首
先要尊重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日常的工作中除了按照相关政策文件
落实好他们的待遇外，还有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要对一些看似细小的事情想方
设法地帮他们解决，而我也正是通过这
些“小”事上的作为赢得了老同志的信
任。

“小事”之一 ：老干部每人有一本
就医用的“离休人员医疗保障专用病

历”，以前，每当他们的专用病历用完了，
都是自己或子女去市医保处更换，费时
不说路上又不安全。我来了之后，决定
把为他们更换病历的事承担下来，做到
专用病历随时更换，虽然这样增加了我
们的工作量，却解除了老同志的后顾之
忧，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老同志为换病历
而烦恼的事了。

“小事”之二 ：2010 年，西安市出
台发放“老年人优待证”和“老年公交
IC 卡”的政策，闻听此事老同志们异常
高兴，可激动之余他们又发起愁来，根
据市里规定，老年公交卡必须本人或子
女去办理，而不少老同志的子女或不在
身边或工作繁忙，无暇去办理此事，为
此老同志们迫切希望我们帮他们解决这
一烦心事。我当时想，这件事对年轻人
来说是小事一桩，可在老同志心里就是
件大事，所以我们得帮他们解决。我们
去社区办理老年优待证的事进行得很顺
利，但是在办理老年公交 IC 卡时着实
费了点劲。记得那是 7 月的一天，我和
同事小王赶往设在区老龄委的办卡点，
我们还未走进区老龄委的院子，就看到
排队办卡的老年人已经排到了院子外的
马路上，炎热的天气令排队的老人异常
烦躁。见此情景，我对小王说“这种天
气老同志自己来可能会出意外，不能让
他们来。”说完，我挤进了办公室，我
找到了负责办卡的一位女同志，将我们
的实际情况做了说明，请她允许我将办
卡须知及要填写的表格带回单位，待我
们将老同志的信息填好后与老同志的身
份证一并送来审验，这样就避免了老同
志来回奔波。也许是我“诚恳”的态度
感动了她，她竟然答应了我的请求。后
来通过细致的工作，我们终于在西安市
规定的 9 月 1 日老年公交 IC 卡使用的
前一天拿到了全部办好的老年公交卡。
当我们将办好的老年公交卡挨家挨户送

到每一位老干部手中，看着他们喜笑颜
开的情景，我的心里觉得暖融融的。

“小事”之三 ：前些年快递行业还
未出现，有时老干部亲属给他们寄来的
包裹及汇款单，邮局工作人员都是放在
单位收发室。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
会主动把包裹及汇款单送到老干部家
里。我的这一做法，换来的是老同志及
家属连声的道谢与满意的笑容，而我则
收获的是一种成就感。

遇到老同志出现特殊情况时我也从
未犹豫。2011 年中秋节清晨，我接到
了一个老干部邻居打来的电话，说老干
部早晨突发疾病去世了。听到消息后，
我来不及吃饭，一边向主管领导汇报一
边从东郊家里往西郊单位的家属区赶。
当我和公司领导第一时间来到老干部家
对其家属表示慰问时，其老伴非常感动，
流着泪连声说道 ：“真没想到你们这么
快就来了。”

几年来，有了公司对老干部工作的
大力支持，我们在工作中注意落实老干
部的“两项待遇”，做好节日慰问、生
病探望到定期组织就近参观活动等工
作，再加上认真细致而热心的服务，老
干办的工作有了较大改观，老同志对公
司老干部工作的满意度逐年提高。从
2010 年起，在老干办每年春节前组织
的老干部迎春团拜会上，除了公司领导
向老同志汇报公司一年来的生产经营情
况外，老干部说得最多的，就是对我工
作给予的高度评价。而我的工作也得到
了组织上的肯定，连续三年被评为航空
工业西北片区离退休工作“先进个人”。
2014 年，组织上又让我担任了老干办
主任。这些荣誉是来自组织的信任和同
志们的帮助。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自
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自己所做的
工作，做到了“让党组织放心，让老同
志满意”。

航空摄影“前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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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成立 51 年
来首次飞越国门参加莫斯科国际航空展，摄影
师利用飘扬的五星红旗作为前景，与背景中国
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歼 10 战机相呼应，渲染了
气氛，烘托了画面主题，衬托出人民空军威武
之师的大国形象。（17 ～ 40mm 变焦镜头，摄于
2013 年莫斯科国际航空展）

图 2 ：拍摄阿联酋空军“骑士”表演队时，
摄影师利用停机坪阿联酋航空客机垂尾作为前
景，“骑士”表演队拉烟造型与前景垂尾图案“相
映成趣”，画面生动，突出了航展现场感气氛。
（70 ～ 200mm 变焦镜头，摄于 2015 年迪拜国际
航空展）

利用前景来烘托主题，
为突出主题服务

图2

图 3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成
立 53 年来第二次出国参加马来西亚兰
卡威国际海空展，摄影师在拥挤的临
时塔台上用广角镜头抓取以飞行表演
指挥官为前景、飞行中的八一表演队
为背景，通过画面语言和信息，表达
了飞机与人物的内在联系，增强了作
品“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内在关系。
（17 ～ 40mm 变焦镜头，摄于 2015 年
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海事与航空展）

图 4 ：韩国空军“黑鹰”飞行表演
队首次参加新加坡国际航空展，在公
众日的飞行表演中，“黑鹰”表演队的
官员特来到观众区观看弟子们的飞行
表演，了解大众观看表演后的反馈信
息。官员身着印有“Black Eagles”(黑鹰)
表演队标志的服饰 ( 帽子、围脖、T 恤、
袖套 ) 引起摄影师的关注，摄影师在拍
摄时特意将官员作为前景，与飞行表
演中的“黑鹰”机队同时入画，充分
表达了该作品“人”“物”关系与内涵，
与图三有“异曲同工”之妙。（卡片相机，
摄于 2014 年新加坡国际航展）

利用前景来说明交代
画面内容主辅关系，
增强内在联系

图 5 ：在航展观众区，
一对恋人分别用相机和手
机在关注精彩的飞行表演，
摄影师此时更关注的是如
何把这对恋人和有趣的飞
行表演同框，以表达内容与
形式的完美统一，引导读
者视线到画面“趣味中心”。
（17 ～ 40mm 变焦镜头，摄
于2018年新加坡国际航展）

图 6 ：两位阿拉伯兄弟
在航展上观看拍摄阿联酋
空军“骑士”表演队的飞行
表演，摄影师快速发现人物
目标后，迅速移动拍摄位
置，立即蹲在这两位阿拉
伯兄弟身后，以低视角避
开纷乱的现场观众，仰拍
飞机与人物。画面机队和
人物信息，表达了航展强
烈的阿拉伯地域特色气氛，
把读者的视线从人物引向
空中“骑士”。（17 ～ 40mm
变焦镜头，摄于 2015 年迪
拜国际航空展）

利用前景引导读者
视线到画面趣味中心

图 7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1998 年首次参加中国珠海
航展，红白相间的歼 7EB 战机列阵停机坪。摄影师低角度将歼
7EB 战机前机身作为前景，与画面中远景飞机形成强烈的透视立
体感，突显了战机的气势。（24mm 广角镜头，摄于 1998 年 11
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珠海航展）

图 8 ：前景“飞友”剪影与后景飞机的虚实对比，中远摄大
光圈变焦镜头营造出比较强烈的空间立体感。（70 ～ 200mm 变
焦镜头，摄于 2014 年中国珠海航展）

利用前景与后景的透视关系，
表现画面的透视感、
空间感、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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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艺术中的“前景”元素，是构图形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前景在
烘托主题、说明“关系”、视线引导、增强立体感上起着承“前”启“后”
的独特作用。在航空摄影创作中，利用好各种前景元素来构图，拍摄出与
众不同、航空特色突显的作品。

拍摄航空题材作品，参加航空展览活动是最非常好的选择。如国内珠
海航展、空军航空开放活动、郑州航展、四川航展等都是航空摄影创作的
好去处。

航空摄影创作中飞机是主角儿，但也别忘了配角的特殊作用。在关注
飞行表演拍摄的同时，千万别忽略了现场的人与物，充分利用“前景”拍
出你的特色航空摄影作品。                        

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