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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浩表示，从2019年开
始，他有意减少参加各项摄影
比赛的次数，而把镜头更多地
对准当下的人们、城市、社会，
记录时代变革。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节奏。当时，因为工作性质，李
泽浩还是需要按时上班。在上
下班路上，他用镜头记录了疫
情之下各行各业人们的群像，
如外卖骑手、超市员工、社区志
愿者、司机等。

去年底到今年初，因为干
旱，宁波一些小水库干涸见底，
李泽浩及时走访了北仑的城湾
水库、新路水库、千亩岙水库、瑞

岩寺水库，利用相机、无人机等
摄影设备记录了旱情。龟裂的
土地，水库底部还露出了废弃的
鞋子、油漆桶、塑料包装等。“拍
下这组照片，一方面是时刻提醒
我们要节约用水，水是地球上最
宝贵的资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是
提醒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能把不
要的东西随便扔进江河湖海等
自然环境。”他说。

2020年8月，李泽浩当选
北仑区摄影家协会理事，他也因
此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
表示，不仅自己要继续走进生
活，走在一线，还要带动更多的
摄影爱好者一起拍出好作品。

记者 贺艳

李泽浩

为了定格一个镜头
20多层高楼他爬了五六趟

2018年 6月，宁波一对
九旬老人的婚纱照走红网
络，被无数网友称为“爱情
最美的样子”。照片中，两
位白发老人身着洁白的礼
服和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美好且动人。为老
人定格这一瞬间的，是他们
的曾孙李泽浩。

李泽浩是北仑人，1989
年出生。他利用业余时间，
专注于纪实摄影，近年来多
件摄影作品在全国获奖。

从小，李泽浩就对摄影怀有
浓厚的兴趣。“那时候，亲戚家有
一台胶片相机，我就经常拿来拍
照片。小小一台机器，竟然可以
如此真实地记录生活，拍下每个
人的喜怒哀乐，太神奇了。”

进了大学，李泽浩读的是新
闻专业，大三暑假那年他购买了
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开始了摄
影摸索之路。最初，他跟着老师
学，一边自己琢磨。“大学四年，
我在图书馆看得最多的就是摄
影类书籍，从摄影基础到中外摄
影史、摄影作品赏析，能看的我
都看了。”

2013年，李泽浩大学毕业回
到家乡北仑工作。在当地摄影
家老师的鼓励下，他开始参加各
种摄影比赛。2014年，作品《婚
礼合影曲》入选第十一届影像中
国全国摄影艺术大展（艺术类）；
同时，他被现代摄影网评选为
2014年度Top20摄影师。

李泽浩深知，想拍出好的作
品，摄影师不仅要能熟练运用各
种摄影技巧，还需要走出家门，

融入生活。2018年，他路过当时
正在建造中的北仑博地影秀城
时，抬头看到几位工人正悬吊在
半空安装玻璃幕墙，这一幕激发
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因为当
时博地影秀城尚未安装电梯，李
泽浩拿着相机一口气爬了二十
几层楼，靠近工人作业的位置。
因为拍照的位置不是很理想，他
只能举着相机盲拍。之后一周，
他又去了四五次，前后拍了500
多张照片。最后，李泽浩选出其
中一幅，取名为《高空作业》，参
加2018年第八届全国农民摄影
大展并顺利入选。

同年，他的摄影作品《金婚》
获得了2018年“鹏宇杯”全国首
届孝老爱亲摄影大赛三等奖；
《普通人》入选包商银行杯全国
第八届“小企业贷款”专题摄影
大展；《画布》入选第八届“美丽
中国”全国风光摄影艺术大展。

2019年，李泽浩的《雾中朱
家尖》（组照）入选首届“尼康杯”
全国青年摄影大展。也是在这一
年，他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融入生活，是拍出好照片的第一步

镜头对准当下，记录时代变革

本报讯（记者 吴丹娜 通讯
员 吴宙洋 张陆沁）昨天，由吴
承峰、十月时联合执导的微剧和
网络电影《进击的皇后》在象山影
视城开机。曾在青春校园奇幻网
剧《可爱的坏家伙》中饰演夏雨萌
的王路晴，这次搭档丞磊向观众
撒糖。

《进击的皇后》讲述了这样一
个故事：体育系怪力少女梁微微，
意外进入偶像景清主演的热播偶
像剧，成了母仪天下的皇后，却发
现自己其实根本不是剧中主角，

而是演了三集就下线。为了摆脱
“设定”，这位皇后与丞磊饰演的
皇上展开了一段奇幻甜虐的恋爱
故事。

科班毕业的王路晴曾在多
部电影中担任女一号，如狄仁杰
系列第三部《狄仁杰之浴火麒
麟》、《肥肥的狐狸》，同时她还出
演过不少IP剧，如《你好，对方辩
友 2》《天王助理》《水墨人生》
等。王路晴透露，这次她在《进
击的皇后》中饰演的梁微微性格
古灵精怪，勇敢上进，这与自己

私下里的性格非常相似，“因为
我在生活中就是朋友眼里的开
心果。”她也因此十分期待与丞
磊演对手戏，“希望这个组合能
给大家带来新惊喜。”

说到接下来的工作目标，王
路晴略作沉思回答道：“到目前为
止我演的角色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特别想突破自己，接演一些
不同于以往的角色类型，比如侦
探、推理、高智商犯罪题材，或者
演腹黑少女、大反派等，希望能让
观众看到我的另一面。”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
丰） 3月14日，阳光灿烂，对于爱好足球
运动的朋友来说，这样的周末正是“过足
瘾”的好日子。当天，一场颇具情怀的业
余足球比赛——2020-2021宁波校友联
盟杯足球赛在高新区滨江水韵公园足球
场落下帷幕，该项赛事每支球队的队员都
出自同一所学校，有些队员已经是有着数
十年交情的足坛老兄弟。

本届赛事共有12支校友足球队参
加，比赛从去年12月3日开始，经过小组
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排定名次。咸祥中
学队、十九中学队、武岭中学队、宁波一中
队、慈溪中学队、镇海中学队、鄞州中学队
……每一个队名都是一份积淀已久的记
忆与情怀。比赛有输有赢，大家对足球的
热爱却难分高下；球员有长有幼，大家享
受快乐足球的理念却并无二致。

整个赛程历时3个多月，如今迎来最
高潮。冠军争夺战在宁波二少体校友队
与奉化中学校友队之间展开。已经70多
岁高龄的二少体老教练陈安康亲自到现
场指挥，让二少体队的球员们备受鼓舞，
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被称为宁波足球的

“黄金一代”。对于奉化中学的校友们来
说，今年是母校建校120周年，大家希望
用足球的方式再添一抹彩。奉化中学队
1/4决赛及半决赛都是通过点球大战获
胜最终晋级的，可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对手

“盾坚矛利”，二少体队一路高歌，半决赛
以2：1战胜甬江职高队，杀进决赛。

决赛的上半场双方以0：0收场，下
半场二少体队凭借周元宗、虞剑锋各进
一球，以2:0战胜奉化中学队，捧起首届
宁波校友联盟杯冠军。奉化中学队位居
亚军。

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宁波四中队凭
借徐永明的帽子戏法，以3：0战胜甬江职
高队，获得季军。此外，戴科达（二少体
队）荣获最有价值球员奖，卢中磊（宁波四
中队）荣获金靴奖，戴路奕（二少体队）荣
获最佳门将奖。镇海中学、慈溪中学两支
校友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届比赛
由宁波市足球协会主办，宁波国家高新区
足球协会协办。

网络电影《进击的皇后》象山开机
将上演奇幻甜虐的恋爱故事

宁波校友联盟杯足球赛落幕

老兄弟们踢的是情怀

大乐透第21028期：02 03 05 17 29 04 10
20选5第21064期：05 06 09 12 14
排列5第21064期：6 2 6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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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现场。 通讯员供图

李泽浩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