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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快门， 上一秒发生的故事就
定格了， 可以永远保存。 即便未来斗
转星移， 镜头记录下的偶然也终将成
为永恒。

有人说， 摄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
这或许不难理解， 因为艺术本身就是
孤独的 。 透过镜头看世界 ， 一棵树 ，
一片落叶， 一扇窗， 摄影师用自己独
特的思考， 去表达这个世界。 每个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思想， 才创造出那一
张张令人惊艳的照片。

因为夜景喜欢上摄影
他叫李建涛， 今年33岁， 是国网

北京顺义供电公司牛栏山供电所的所
长。 一脸书生气的他， 是一名地地道
道的理科生。 10年前， 大学刚毕业的
他， 却阴错阳差地成为了一名财务专
员， 一干就是5年。 面对每天重复且高
强度的脑力工作， 虽然工作越来越熟
练， 但却少了创造性的趣味。

“培养一个适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吧， 当遇到瓶颈时， 及时抽离出来做
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 换一种思路和
视角， 也许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他决定走出自己的 “舒适区”， 立志成
为一名会摄影的会计。

“喜欢上摄影， 有两个原因， 一
是媳妇儿喜欢拍照， 二是一次拍摄夜
景带来的快乐体验。” 李建涛说。 2012
年， 李建涛入手了一架相机， 在贵州
镇远古镇拍摄夜景， 第一次用M档拍
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次体会到拍摄带来的快乐 ，
李建涛当年买了三脚架等专业设备 ，
开始了摄影爱好。

拍摄照片首次获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自从爱上摄

影之后， 以前从不旅行的他， 足迹踏
遍大江南北 ， 田园村落 ， 山山水水 。
哪里有什么美景以及拍摄最佳时节 ,
均心中有数。 一看天气适宜， 便邀上
三五个影友外出。

“摄影就是一种自讨苦吃的累活,
其中的艰辛难与人言， 寻苦而去， 苦
中取乐 ， 有激情 、 有感动 、 有快乐 。
追梦摄影， 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

过程。” 李建涛说。
有一年， 他曾在零下10℃的山顶

驻守一夜， 只为璀璨星空； 也曾在手
机没信号的深山中， 弃车徒步， 只为
一抹深秋。

经过一段 “疯魔” 似的找寻， 偶
然间在国贸拍摄的一幅 《电靓通惠河》
获得了新京报电靓京城摄影比赛的第
三名。 这让他意识到， 不需要跋山涉
水走多远， 最美的风景也许就在身边。

于是， 他停下了追寻的脚步， 开
始记录身边美好的瞬间。 “以前想变
成哪吒， 可以有很多手做很多事。 现
在更想静下来， 安静简单却不重复地
过好每一天， 偶尔用相机记录的每一
张， 都是自己曾经的向往， 也是此刻
的光。”

用镜头记录电力工人靓影
当他离开了财务部， 跨专业去了

运检部配电工程班， 当时经常会到配
网改造的施工现场。

一天， 当发电前， 工人正在完成
最后两级杆的架线工作时， 正值夕阳
西下， 辛勤的电力工人在杆线间专心
的工作， 如同五线谱音符一样抒写着
最美的劳动乐章。 他拍摄的照片以电
力人的形象， 在公司官方的网络平台
上传播转载， 让更多百姓感受到电力
发展的步伐。

2016年， 他作为顺义公司首批短
期对藏帮扶人员， 对口帮扶西藏尼木
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 同时， 响应党
组织的 “爱心动车组” 党员献爱心活
动， 跟随着党支部书记到尼木县帕谷
小学实地调研帮扶情况时， 被孩子们
可爱纯真的笑脸和对知识的渴望深深
吸引。 于是马上按动快门， 这一刻的
永恒也吸引了更多没有机会援藏的党
员和群众自发开展了爱心捐款活动 ，
筹集了资金， 为尼木小学修葺了校舍，
为藏族师生带去了冬日的温暖。

一年的春节 ， 他为了参加公司
“年味儿” 摄影比赛， 拍摄了一组大年
三十儿全家包饺子的照片 。 镜头中 ，
母亲苍老的双手让他突然意识到， 自
己拍了那么多照片， 却没有一张全家
福。

“工作和生活不应该是对立的 ，
没有工作的生活索然无味， 但全部是
工作的生活 ， 也便失去了生命的意
义。” 慢慢的， 他的镜头里有了更多家
人的身影和生活的场景。 在带着父母
去旅行的日子里， 本来担心他们会对
他花时间摄影不耐烦。 但事实是， 在
父母眼里， 一切对子女的付出都是无
私的。 冬季拍照， 会拿最厚的衣服给
他穿上； 黑暗环境， 拿出手电筒帮他
照亮； 炎炎夏日， 帮他驱赶蚊虫， 耐
心地、 静静地守护……

他再也不会一心只钻研构图和布
局， 而是慢慢懂得，享受生活，记录生
活。 摄影本是一个通道，通向喜怒与哀
乐，通向生命的各个方向。 就好像他常
说的 “好的照片， 是会讲故事的。”

作为准爸爸的他， 下一步， 他已
经计划好了， 镜头要对准自己的孩子，
记录孩子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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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镜镜头头记记录录电电力力工工人人最最美美身身影影
电电力力职职工工李李建建涛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