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为什么自己拍的
秋色照片看上去很平淡？

答：造成画面平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
视觉中心，没有主体。无论秋色再美，摄取的画
面也必須要有一个中心看点，或是一座雪峰，
或是一棵树木，或是一处茅屋，或是一个人、一
头牛，让画面有一个最吸引人眼球的落点。

找准视觉中心

■《晨牧》摄影：乔建文 新都桥 光圈14
快门1/100秒 感光度200

三大方式推荐心中最美秋色

方式1：拨打热线（028）86613333－
1，参与并推荐最美秋色；
方式2：关注“成都
出发”微信，推荐
最美秋色文图；
方式3：发送邮件至
1093748889@qq.
com

赏红
问答

红叶
指数
发布

注：Ⅰ级红叶
指数 代表叶
片变色率为
10%～35%，处
于叶片发黄状
态，较适宜出
游观赏。Ⅱ级
红叶指数 代
表叶片变色率
为35%～60%，
处于红黄与橙
红之间，适宜
观赏。Ⅲ级红
叶指数 代表
叶片变色率为
60%～95%，全
部是深红、暗
红或紫红色，
是观赏红叶的
最佳时期。

红叶景区 红叶指数
海螺沟国家森林公园（泸定县） Ⅲ
雅克夏国家森林公园（黑水县） Ⅲ
黄龙自然保护区（松潘县） Ⅲ
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寨沟县） Ⅱ
米亚罗自然保护区毕棚沟景区（理县） Ⅱ~Ⅲ
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江县） Ⅲ
西岭国家森林公园（大邑县） Ⅱ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川县） Ⅲ
广元天曌山国家森林公园（广元市利州区） Ⅱ
米仓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旺苍县） Ⅲ
二郎山国家森林公园（天全县） Ⅲ
东拉山大峡谷风景区（宝兴县） Ⅲ
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宝兴县） Ⅲ
峨眉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峨眉山市） Ⅲ
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美姑县） Ⅱ
康定情歌风景区（康定县） Ⅲ
达古冰山风景名胜区（黑水县） Ⅲ
燕子沟风景区（泸定县） Ⅲ
鸡冠山森林公园（崇州市） Ⅱ
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棉县） Ⅲ
九寨国家森林公园（九寨沟县） Ⅲ
叠溪-松坪沟风景区（茂县） Ⅱ~Ⅲ
孟屯河谷（理县） Ⅲ
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金川县） 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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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宝兴赏红叶二日、三日游精品旅游线路推荐
线路1：藏乡红叶之旅
宝兴（熊猫古城）-邓池沟景区（戴维新村、
邓池沟天主教堂、大熊猫宣教中心）-硗碛
湖-硗碛藏寨·神木垒景区（住）-宝兴
线路2：雪山红叶之旅
宝兴（熊猫古城）-邓池沟景区（戴维新村、

邓池沟天主教堂、大熊猫宣教中心）-硗碛
藏寨·神木垒景区（住）-红军长征翻越夹金
山纪念碑-伟人旧居-夹金山-宝兴
线路3：生态红叶之旅
宝兴（熊猫古城）-东拉山大峡谷景区-硗碛
藏寨·神木垒景区（住）-邓池沟景区（戴维新
村、邓池沟天主教堂、大熊猫宣教中心）-宝兴

问：像这样好有艺术感的作品是怎么拍出来的？
答：秋景红叶的拍摄像绘画一样，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通过多重曝

光、改变色调、虚化、晃动和有意增多曝光形成高调等手法都可以达到写意
的效果，使画面呈现出或清新洁雅或朦胧梦幻，超越自然、诗情画意的效果。

出发，到雅安宝兴赏红去

本周开始 赏红叶正当时
本周最新红叶指数：四川红叶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

红叶如画，浓墨重彩，赏心悦目。
据成都商报联合四川省林业厅、省旅
游局、省生态旅游协会最新发布的红
叶指数：本周是霜降后的第一个周末，
四川多数地方迎来红叶的最佳观赏
期，除上期提到的雅克夏国家森林公
园、黄龙自然保护区、达古冰山风景名
胜区、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米
仓山国家森林公园、峨眉山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东拉山大峡谷风景区都以
最佳状态登场了。建议游客抓紧这周
末出行，捕捉深山红叶的最美光景。

看高原蓝天碧水，赏满山霜天
红叶，品藏乡醇酒美食……2015
四川红叶生态旅游节分会场暨宝
兴·夹金山第七届红叶节将从10月
持续至11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宝
兴可供游人观赏的红叶面积多达
45万亩。一进入宝兴县城，到处都
能看到红叶的踪影。从宝兴县城出
发，在前往县内各大景区的路上，
沿途都是红叶风景。 （王荣）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没单反

手机
咋拍
针对众多网
友读者发送
给我们的图
片和提出的
问题，我们
邀请到四川
省青年摄影
家协会副主
席、四川省
艺术摄影协
会副主席曹
铁，给出了
相关的赏红
摄红回答。

为更好改善乡村儿童的阅读环
境，今年“百图计划”首次尝试“软硬件
齐头并进”的方式——除建设图书馆、
制作书架、粉刷图书馆等硬件提升外，
还在软件上诸如图书质量提升以及阅
读引领老师的培训上下工夫。在今年7
月中旬在广西百色华润希望小镇首场

“百图计划”乡村儿童读书会的启动活
动中，首次尝试为乡村教师带来专业
阅读培训——邀请阅读专家不仅为孩
子们上阅读课，还要为乡村教师提供
专业阅读培训，以现场授课加实地操
演练形式，激发老师们寻找引领孩子
们阅读的好方法、好思路。

如今，“百图计划”来到四川雅安
市，邀请中国教育学会名师讲学团成
员崔雪梅老师、社会志愿者及华润集
团员工志愿者，走进雅安市观化乡中
心学校。据了解，位于雅安观化中心学
校的华润怡宝图书馆是在2013年地震

后4个月紧急启动捐建。在3个月内华
润怡宝完成校舍图书馆教室改造，还
募集了2万余册适合小学初中阶段孩
子阅读的二手书和新书，帮助观化乡
中心学校建起了自建校以来的第一所
图书馆。根据学校需要，华润怡宝百图
计划今年又为这所图书馆新添四百册
新书。全部新书均按今年推出的百图
百册书单选购，内容覆盖人文、自然科
学等不同种类，特别加强了中国传统
文化及本土儿童文学原创图书的比
例，让孩子们更多感受和汲取来自本
土文化的魅力。同时，围绕“怡起悦读，
陪伴成长”主题，由全国阅读推广名师
崔老师为观化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们进
行培训，并为孩子们上阅读公开课让
老师们观摩，从细节切入，帮助乡村老
师提升阅读引领技能，激发他们的热
情，从而作为引领者更好地陪伴孩子
们阅读。

崔老师现任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
副校长，为成都市特级教师，曾获得“成
都市学科带头人”、“金牛教育专家”等
多项荣誉称号，其在语文教学方面成绩
斐然。崔老师致力于语文课程中“全阅
读”的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在全国
各地进行示范教学及专题讲座80余次，
无论在教育孩子，还是辅导教师提高阅
读教育水平上，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崔
老师为乡村老师们带来了一场针对性
强，有实操借鉴的阅读引领方法课，以
讲解辅助游戏的形式，让老师们充分领
略了阅读课的趣味性，也重新思考如何
以更适合孩子的方式进行阅读引领。来
上阅读课的三年级学生亮亮很开心：

“这节课和平时的课完全不一样，这次
给我们上课的新老师我很喜欢，她读书
的声音很好听，而且还会提问题让我们
思考，我觉得挺好玩的，没想到看书还
能这么好玩！”

■《霜叶红于二月花》摄影：李远萍 光雾山 光圈8 快门1/60秒 感光度100

巧用
写意手法

光线决定色彩
问：为什么别人拍出的秋

景作品色彩浓烈，而自己拍出
的色彩不鲜艳？

答：如果用顺光、顶光、散射光拍摄秋景，光的
反射强，不易反映出浓烈的色彩，而逆光、侧光则会
使树叶透光，色彩明亮鲜艳。雨后的天气也会令空
气通透，能见度提高，色彩浓度增加。此外，通过后
期适度调就饱和度也会使画面色彩更艳丽。
■《绽放》摄影：黄联琼 松坪沟 光圈11 速度1/100
秒 感光度200

学会取景构图

问：没有专业的单反相机，
手机能否拍出漂亮的秋景？

答：很多手机已具有较强的摄影功能，完全能
够拍出同样好看的秋色。不过手机拍摄要注意扬长
避短，对高反差光线、弱光环境、动态物体的表现还
是与单反相机存在差距。同时手机图片也需要利用
手机软件进行调整才会更加靓丽。
■《秋醉亚丁》摄影：杨渝蓉 稻城（手机作品）

手机同样拍大片

问：为什么面对异彩纷呈
的秋色却无从下手？

答：无从下手是因为还不会
对景物进行取舍，要注意观察光影、色彩、线条等具
有形式感的元素，并对这些元素进行符合审美表现
的排列布局来构成画面，使作品主体突出，映出层
次、疏密、对比、韵律。
■《桥》摄影：田荣 康定甲根坝（手机作品）

关注乡村留守儿童阅读缺失

陪伴孩子“怡起悦读”
“华润怡宝百图计划”带领儿童专家、社会志愿者走进雅安观化

乡中心学校举办乡村儿童读书会

继继““华润怡宝百图计划华润怡宝百图计划””全国启动活动暨首场乡村儿童读书会全国启动活动暨首场乡村儿童读书会77月中旬在广西月中旬在广西
百色希望小镇希望小学举办之后百色希望小镇希望小学举办之后，，1010月月1111日日，，读书会来到了四川省雅安市读书会来到了四川省雅安市。。这场由这场由
儿童阅读领域专家儿童阅读领域专家、、华润员工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组成的华润员工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志愿者组成的““乡村儿童读书乡村儿童读书
会会””为这个乡镇带来了新气象为这个乡镇带来了新气象。。华润怡宝百图计划不仅为观化乡中心学校的孩子们华润怡宝百图计划不仅为观化乡中心学校的孩子们
带来了优质童书带来了优质童书，，还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还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课，，这里的老师们也将接受一次专这里的老师们也将接受一次专
业的阅读引领者培训业的阅读引领者培训。。在此之前在此之前，，读书会已陆续进入山东蒙阴读书会已陆续进入山东蒙阴、、海南海口海南海口、、辽宁辽辽宁辽
阳阳、、北京门头沟北京门头沟、、安徽金寨安徽金寨、、湖南衡阳等地的乡村小学湖南衡阳等地的乡村小学，，为乡村留守儿童送去优质童为乡村留守儿童送去优质童
书书，，带去更多专业的陪伴带去更多专业的陪伴。。

在此次读书会之前，“百图计划”
已陆续走进全国6地6所乡村小学，新
建或翻新华润怡宝图书馆，同时举办
乡村儿童读书会，邀请专家为乡村师
生带去阅读培训讲座，分享国内前沿
阅读研究理论与小学阅读的先进经
验，有效提升乡村师资水平，推动学校
和孩子开展更多有益的阅读活动。前

期入驻的学校包括山东临沂市蒙阴县
垛庄镇中心小学、海南海口琼州二小、
北京门头沟铁路三中、辽阳寒岭镇小
学、安徽省金寨县古堂小学和湖南衡
阳县溪江乡九峰学校。

从8月援建学校名单确认至今，华
润怡宝百图计划一直在火速推进，年
内将有近150所华润怡宝图书馆建成。

华润怡宝百图计划负责人表示，百所
图书馆落成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华润怡宝百所图书馆计划将为继续建
立第200所、300所乃至更多的目标而
努力。“我们希望更多的爱心机构、爱
心人士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努力
改善留守儿童的阅读环境，怡起悦读，
陪伴成长！”

今年新建18所华润怡宝图书馆
全国举办7场乡村儿童读书会

书+人的陪伴 提升阅读软硬件

《满目秋色醉画中》高华康于宝兴硗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