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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 带你进入未曾见识的世界

WEEKEND

《我是有背景的人》
我们是从云雾的深处走出来的人
三三两两，影影绰绰
沿着溪水击打卵石一路哗哗奔流的方向
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

我们从此成为了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
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
唯拥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

《长安秋风歌》
杨柳青青，吐出自然的一丝丝气息
刹那间季节再度轮回，又化为芦苇瑟瑟

陶罐，是黄土地自身长出的硕大器官
青铜刀剑，硬扎入秦砖汉瓦般厚重的深处

古老块垒孕育的产物，总要来得迟缓一些
火焰蔓延白鹿原，烧荒耗尽了秋季全部的枯草

我曾如风雪灞桥上的一头驴子踟蹰不前
秋风下的渭水哦，也和我一样地往复回旋

一抬头，血往上涌，一吼就是秦腔
一低头，心一软，就婉转成了一曲信天游

《深刻的意义》
每次，那个拄着拐杖的小姑娘到达办公楼时
小保安都会马上主动跑过去给她开门
然后，按好电梯，看着她进电梯
平时，他只是坐在保安室里尽职
即使领导过来，也一动不动
小姑娘的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送女儿上班
停在大门口，看着她进电梯后才放心离开

这一场景应该持续了很多年
我虽然来这里的时间不长，也已看到好多次
但直到这个秋天来临，寒风瑟瑟的清晨
我才意识到其中深刻的意义
并为之专门写下这首诗

《古意》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弃物
将其打磨成一颗颗圆石
藏匿于深山之中
掩蔽于杂草尘土之下

浩荡山风带来的一场豪雨
将圆石一一暴露于地表
每一颗都晶莹发亮熠熠闪光
仿佛埋葬多年重见天日的宝石

《忆岛西之海》
有些是大海湾，有些是小海沟
比起东部的海，它们要寂寞许多
大多躲在密密麻麻的木麻黄的背后
要穿过大片的野菠萝群才能发现它们
在被人遗忘的季节里，浪花竞相绽放
一朵又一朵独自盛开，独自灿烂
独自汹涌，独自高潮，再独自消散
若有心人不畏险阻光顾，惊艳之余
还会听到它们为你精心演奏的大海的交响曲
和月光的小夜曲……
如果你愿意一直听到天亮
还会获得免费赠送的第一道绚丽晨光

《海边小镇》
这个寂寥的海边小镇
只有一朵云在上空徘徊

街头空空荡荡，居民踪影全无
只有一条狗在探头探脑
只有一群鸟儿貌似不速之客
自己在门前觅食
只有灰白斑驳的老钟楼
破旧得俨然自古就已如此
只有路边的凤凰花开得还算热烈
每天都是新鲜绽放

我在一家小旅馆听了一夜风雨
第二天起来，地面洁净，天空晴朗
风雨仿佛从未来过

我们走下青山，走入烟火红尘
从此成为云雾派遣的特使
云雾成为了我们的背景《诗歌集结号》

停止评选“头条诗人”

2016年5月，《诗歌集结号》策划
启动每周的“头条诗人”评选活动，历
时一年时间，迄今已评选出了李皓等
27位“头条诗人”，赢得全国各地诗人
超过10万人次投稿，超过百万人次读
者参与互动评选。

从本周四开始，成都商报打造的
诗歌微信公众号《诗歌集结号》停止
评选“头条诗人”。今后，《诗歌集结
号》将主要以微信公众号为渠道，携
手诗人前行，精选优质诗歌，推荐诗
人故事，关注诗歌朗诵，聚焦诗歌活
动，追踪诗坛动向，继续努力搭建诗
人与读者、朗诵爱好者交流的桥梁，
和诗歌社群聚合平台。

今天，请在大周末欣赏最后一期
头条诗人的入围作品。

《大风天或不眠夜》
◎李顺星
五月初的一天，所有的事物如往常一样
消耗。雨水和夜色，会从芦苇尖上来临

大风起。短暂地吹落一朵海棠
不缓不慢的坏天气，让一些美在泥土上

重叠。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比如
从一条鱼肚里剖出一面海；又比如
我们什么也没做，仅在一把坏了的剃须刀前
加剧了我们的衰老。不眠夜感觉真漫长

五点钟，鸟鸣已经在昼夜更迭的节点滑行
晨光熹微，仿佛这应该是美好的一天

下雨的夜晚，雨点里竖起了疲惫的钢琴
我们几乎同时有了睡意，世界突然安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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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1967年11月生，湖南湘乡人，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神降临的小
站》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诗
刊》副主编，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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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野生动物摄影师会花很多
时间研究野外环境，拍摄时他们会风
餐露宿几个星期，或多次回到同一地
点拍摄同一动物的一生。但野生动物
摄影基地同时为专业摄影师和爱好
者敞开大门，来此消费的人们大多对
拍摄地绝口不提，声称“这是我在野
外蹲守了四个星期才拍到的”，他们
把照片卖给图片库，图片库再转手卖
给不知情的买方，于是在很多广告、
纪录片、网络流行图片，甚至野生动
物摄影大赛里，都被这种“人造”的野
生动物照片充斥。

今年早些时候，一组灰熊和狼群
在雪地里争夺一只鹿的尸体的照片，

发布在了《每日邮报》的网站上。照片
备注的拍摄地为落基山脉，丝毫没有
提到野生动物摄影基地。但实际上，
照片里的鹿是人工摆放的死鹿，狼和
熊也都是听从饲养员命令，“演”的一
出“打戏”。

2009年，西班牙摄影师何塞·路
易斯·罗德里格斯凭借他拍摄的一匹
越过栅栏的狼，被伦敦自然历史博物
馆评为“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但其
实这张照片里的狼是人工驯养的，根
本不是野生动物。真相被揭穿之后，
罗德里格斯的“年度野生动物摄影
师”头衔也被收回。

真正遭殃的，是那些被囚禁的动
物。本该在野外自由奔跑的它们，成
了一小撮无良摄影师争名逐利的工

具。好在这种造假行为，并不能得到
大部分摄影师，以及摄影协会的认
同。上世纪90年代，北美自然摄影协
会的伦理委员会就严格区分了“野
生”和“驯养”动物的定义，给摄影师
们提供了一个道德指南。美国《国家
野生动物》杂志，一开始还刊登过这
类照片，但编辑很快发现这些动物是
被关在笼子里养大的，立即全面喊停
了刊发所谓“野生动物”的照片。大型
的国际摄影比赛更是禁止使用驯养
动物冒充野生动物参赛。

其实野生动物摄影，从根本上说
是为了维护动物的多样性，保护它们
的栖息地，唤醒人们对环境和动物保
护的重视。如果用驯养的动物造假，
不就和初衷背道而驰了吗？ （钟何）

你以为拍照的摄影师很辛苦？
其实是动物们辛苦啊！

拍摄野生动物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野生动物摄影师为了捕捉在自
然环境中栖息的生灵们，经常需要“上天入地”，这不仅要求他们练就超人般
的体力和耐力，还要掌握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他们会在沙漠、雪原、丛林，
冒着酷暑或严寒苦守几个月，就为了追求最震撼的视觉效果。也正是因为如
此，他们镜头下的精彩瞬间，才显得弥足珍贵。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些野生动物摄影在做假，你会怎么想？

饲养员指导动物摆造型
一匹黑狼站在岩石上，它锋利的黄眼

睛，正盯着3米外的一群摄影师。每当它稍微
转动脑袋，相机的快门声就此起彼伏，像极
了被扣动扳机的机关枪。饲养员问摄影师
们，准备怎么介绍如何拍下这千载难逢的一
刻？“为了这张照片，我在荒野蹲守了四个星
期。”其中一个摄影师用玩笑的口吻说。

这群摄影师从驻地出发去拍摄黑狼“宙
斯”，只需要5分钟车程。宙斯从小被明尼苏
达野生动物摄影基地驯养长大，整个拍摄过
程，它的饲养员麦肯齐·格林利都陪在它身
旁，指导它如何摆Pose。

一月的一个下雪的周末，明尼苏达野生
动物摄影基地的老板李·格林利带着三只被
铁链拴着的幼狼来到一片开阔地。十多个摄
影师在不远处严阵以待。李将幼狼脖子上的
铁链解开，让狼群朝着他20岁的女儿麦肯齐
跑去。另一头，麦肯齐一边挥舞手里的冻肉，
一边冲着幼狼叫着“好孩子”——这是她一
贯的做法，动物们表现好，她还会抱住它们
亲吻，用娃娃音告诉它们，她是多么为它们
感到自豪。幼狼们飞快地向她冲去，与此同
时，摄影师们疯狂地按下快门。

尽管没有接受过摄影训练，但格林利父
女非常清楚如何能让他们的客户拍出好照
片。尤其是麦肯齐，她知道如何调动动物，让
摄影师拍到它们眼中的闪光；她还会提醒摄
影师，如果她入画，镜头如何才能避开她。

是的，你看到的一些所谓的“野生动
物”，都是人工驯养的；这些看似“自然”的
照片，都是在饲养员的指导下摆拍的。如果
你将“非凡的野生动物”作为关键词搜索，能
在网上找到大量几乎完全相同的照片。

每只动物都“明码标价”
30年前，李·格林利还是明尼苏达州欣克利一

家动物园的兼职动物管理员。他从动物园买了一些
动物回家训练，并靠出租它们及其幼崽挣钱。几年
后，一些摄影师开始付钱给他拍摄他的动物，用他
的话说，当时他的生意就已经“好到爆”。

李的摄影基地有1头黑熊、5只美洲狮、20匹狼、
46只狐狸和1头野牛，还有一群小动物。在这里，每
只动物都明码标价：一个为期两天的“摄影研讨会”
每人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7000元），在春季举办的

“研讨会”最受欢迎——可以拍新生的狼崽和小熊。
单拍一只狼、一头熊或者一只美洲豹，每人每小时
收费255美元（约1760元）；单拍貂、臭鼬、浣熊、豪猪
之类的小动物则每人每小时收费140美元（约960
元）。特殊的场景需要另行收费，比如拍摄“一群狼
吃一头鹿”的人均费用是425美元（约3000元）。

摄影基地的年利润在1~1.5万美元（约7~10万
元人民币）左右。李每年举办三次摄影研讨会的收
入占年收入的30%，其余利润来自摄影师，除了商业
摄影师外，很多客户是本地摄影俱乐部的爱好者。
偶尔，还会有纪录片或影视剧组找上门来。

在互联网普及和电影特技成熟之前，摄影基地
的生意更好，李说：“为了个几十秒的狼群跑进树林
的影像，摄制组会专程赶来拍摄，然后把拍到的放
进电影里。而现在，他们可以做动画了。”

这样的摄影基地，在美国不止这一家。

造假行为不被认同

“野生动物”被饲养员抱到拍摄位置

一个“摄影研讨会”在一起拍摄
（上图）
所谓的
“野生动
物”摄影
作品VS
（左图）
有饲养
员指挥
的拍摄
现场

中国古代是以“诗”来教化文明
的，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
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
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诗歌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心
灵的学习或者说学问。诗歌的起源
是感于心动于情，其过程是从心出
发，用心写作，也可以说是一种修
心的过程，而其目的是为了不断提
升境界也就是心灵层次，从而不断
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安心。好的诗
歌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又能让他人

读了以后感到动心，体验诗中情
感，领悟诗中意境，同样达到安心
的效果。

当代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解决温
饱之后开始追求安心的“新常态”阶
段。这是一个传统观念分化、新的价
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人
们希望在混乱之中建立新的精神价
值的时代。诗歌正好可以承担特殊
的安心的作用，比如个人情感的抒
发，心灵的寄托与相互慰藉，个体精
神 的 救 赎 ，超 越 意 义 的 追 求 。
（编者按：本文系李少君诗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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