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摄影学会年会摄影之旅
2012 年 9 月 16-18 日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与我们相聚在旧金山!
珍妮特 比盖尔科 APSA
-------美国摄影学会年会副会长
参加美国摄影学会摄影之旅,领略旧金山及周边地区的风光。
今年，74 届国际摄影年会将在旧金山机场 Marriott Waterfront 酒店举行。本酒店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林盖姆市 Old Bayshore 公路 1800 号。
本届年会将于 9 月 16 日星期日开幕，摄影之旅和讲座将安排在星期日、星期一
和星期二。星期二晚上，PSA 各个分组将首次展示国际摄影佳作。星期三至星期
六将安排课程、组别活动中心、研讨会和知名摄影大师讲座。年会将于 9 月 22
日星期六的荣誉晚宴中闭幕。
星期日有 4 条游览路线：全天线路，乘船游览海上自然风光；三个半天游览线路，
分别为早晨、下午和晚上拍摄旧金山市区的灯光夜景。星期一安排有 5 条游览路
线：两条全天游览线—南线前往蒙特利（Monterey）和北线纳帕（Napa）河谷酒
庄；半天游览线路有：上午旧金山名胜游览，下午/晚上七小时市区观光，及夜
间拍摄线。星期二有 5 条游览路线：全天线路，前往城市北端观日出；乘船或乘
车全天市区观光；由 3D 组安排的上午半天游览；旧金山名胜下午半天游览以及
圣克鲁兹（Santa Cruz）酒庄的下午半天游览。每个游览行程的具体安排，请参
见下文。
行程 1—费拉
隆群
岛（Farallon Islands）海上乘船自然风光之旅
9 月 16 日，星期日，全天
巴士—乘车：6:15，出发：6:30，返回：17:00
乘客—最少：30 人，最多：42 人

费拉隆群岛游览的交通工具是由 PSA 承包的客船。费拉隆群岛位于费拉隆国际海
洋保护区海湾，距离旧金山市 27 英里。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生态环境，在
每年的夏秋季节，大量的鲸鱼、海豚、海狮和海鸟来到这里繁衍生长。夏秋季节，
有 23 种海洋动物和 12 种海鸟聚居至此。9 月份至 11 月份，夜莺和其它陆生鸟
类，如潜鸟、信天翁、管鼻藿、海鸥、海燕、燕鸥、小海雀和游隼等经常盘旋在
岛的上空。众多的聚居生物中还包括迁徙物种。秋季，大白鲨追赶着不计其数的
海狮，来到这片海域。而鲸鱼在这里吃饱喝足之后，将迁徙到别处繁衍哺育。观
光旅途中将为每人提供一顿早餐和冷午餐。请记着随身带上长焦镜头、高速镜头
和 足 够 的 存 储 卡 。 欲 了 解 拍 摄 鲸 鱼 的 信 息 ， 请 登 录 网 站
www.oceanicsociety.org/farallon，选择鲸鱼观看和拍摄说明。请届时记着穿上外
套，带上风衣。
价格—170 美元

行程 2—从堡垒点（Fort Point）上拍摄金门大桥，之后游览金门公园和茶园
9 月 16 日，星期日，上午半天
巴士—乘车：6:45，出发：7:00，返回：11: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美国国家名胜古迹—堡垒，坐落于金门大桥的南侧，在旧金山湾的入口处。曾是
旧金山的防御工事，抵御战舰的攻击。这里是拍摄金门大桥的绝佳位置。完成大
桥拍摄之后，吃早餐，然后继续游览金门公园和茶园。这家日式茶园是美国最早
开放的茶园，始建于 1894 年，是加利福尼亚冬季世博会中的日本村。该茶园面
积达 5 英亩，是旧金山市最受欢迎的景观之一。Koi 池塘，zen 花园，台阶，石
子路，日本本土植物，经典的宝塔、石灯笼和拱桥将为观光者们提供丰富别致的
摄影素材，同时优美的环境令观光者们亲身感受着这座著名花园的静谧与美丽。
价格—50 美元
行程 3—游览艺术宫（Palace of Fine Arts）和马林海岬（Marin Headlands），拍摄金门大桥
9 月 16 日，星期日，下午半天
巴士—乘车：12:45，出发：13:00，返回：17: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艺术宫始建于 1915 年，曾在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亮相。艺术宫列属于美国
国家名胜古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达到避震的标准，艺术宫几乎被全部重建
和翻新。阳光反射的泻湖和小径经翻新后已演变成适于举行婚礼和摄影团采风的
场地。艺术宫是 Bernard Maybeck 依据希腊和罗马建筑激发的灵感设计的，位于
水面如镜的泻湖东侧，建筑物四周生长着茂密的桉树，吸引了众多的野生动物，
如天鹅、鸭、鹅、乌龟和青蛙。结束艺术宫的游览，下一站是旧金山北部横跨金
门大桥的马林海岬。海岬是拍摄海湾一带的最佳场所，站在这个海拔高度，向金
门大桥放眼望去，眼前呈现出的是图画般的美景。
价格—35 美元
行程 4—夜拍—从马林海岬拍摄旧金山市区和金门大桥
9 月 16 日，星期日，晚上
巴士—乘车：17:45，出发：18:00，返回：21: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马林海岬有两个适于拍摄的绝佳位置。因海岬与金门大桥遥遥相望，这里可拍摄
到黄昏时分至日落后的海湾、城市灯光和大桥景色。请带上三脚架、闪光灯、快
门启放器和不同镜头。出发前请了解一下如何使用相机的长期曝光和 B 门设置。
夜晚的海岬凉风习习，颇有寒意，请届时穿上保暖外套。
价格—35 美元

行程 5—南行路线—半月湾、鸽子岬灯塔、蒙特利湾水族馆、十七哩路（三个旅游景点）
9 月 17 日，星期一，全天
巴士—乘车：5:45，出发：6:00，返回：17:00
乘客—最少：30 人，最多：52 人

南行路线的第一站是半月湾，这里有鹈鹕鸟可供拍摄。在此地用完早餐之后，前
往鸽子岬灯塔。在这美丽的海滨地带，9 月份的温度在 10-15 摄氏度，穿件外套
较为稳妥。鸽子岬灯塔建于 1871 年，沿着风景如画的太平洋海岸，灯塔的白色
砌石建筑坐落于一座断崖上，为夜间过往的船只指引航向。灯塔是太平洋海岸最
高的建筑物之一。由于灯塔需要翻修没有对外开放，只能从地面拍摄。接下来的
一站是蒙特利湾水族馆（此地游览门票需单独付费），在参观之前大家先在
Cannery Row 饭店“自行解决”用餐。午餐之后，游览水族馆（自由选择）。水
族馆原来是一家沙丁鱼厂。水族馆内不允许使用三脚架或独脚架。参观完水族馆，
就到了著名的十七哩路。沿着十七哩路海岸线，先后经过西班牙湾、太平洋丛林
镇和蒙特利半岛上的圆石滩。沿途计划在大浪滔天的海岸、圆石滩和孤柏树几个
景区停留。
价格—80 美元
选项—蒙特利湾水族馆—价格：29.95 美元（老年人为 24.95 美元）
行程 6—旧金山市区游览—荣勋宫和金门公园花房
9 月 17 日，星期一，半天
巴士—乘车：6:45，出发：7:00，返回：11: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荣勋宫，为 Alma de Bretteville Spreckels 赠送，位于林肯公园，地理位置在金门之上。
其结构与 18 世纪法国同名的标志性建筑相仿。荣勋宫于 1924 年建成于天涯海角。
于 1990 年，该博物馆被翻新和扩建。这个独特的法式新古典建筑成为旧金山的
无价之宝。1995 年，博物馆里增建了带玻璃天窗的金字塔，用于特殊展览。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奥古斯特 罗丹（Auguste Rodin） 的思考者（The Thinker）雕
塑。荣勋宫的下一站是金门花园和温室花房。花房由木头和玻璃建造而成，是最
大的花房建筑之一。该花房先前为 James Lick 和他的圣克拉拉房产而建。在他去
世之后，花房被买下，安置在金门公园，于 1879 年开始对外开放。花房分为几
个不同的观赏区：低地热带（雨林）、高地热带高山植物、热带雨林水生植物、
不同季节的盆栽植物、及其它特别展出品。花房内外景观都是摄影师们的心头之
爱。
价格—45 美元
行程 7—纳帕河谷酒庄游览—Castello di Amorosa 酒庄和史德琳酒庄
9 月 17 日，星期一，全天
巴士—乘车：7:45，出发：8:00，返回：18: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此行程将造访本地两家著名的酿酒庄园—Castello di Amorosa 和 Sterling。这里有
许多可供拍摄的独特景点。Castello di Amorosa 位于加州卡利斯托加的纳帕河谷

和索诺马河谷之间，坐落于 170 英亩的树林和山丘上。酒庄的主人出于对意大利
中世纪建筑的钟爱，将酒庄建成 1000 年前古城堡的风格。建造过程中采用了真
正的中世纪建筑材料和建筑方式。一个先于克里斯托夫 哥伦布时期的壁炉置于
厅堂，产自文艺复兴时期晚期的少女铁质塑像占据着酷刑室；拿破仑时代的铁质
龙雕装饰于正门的上方。经手工凿刻的 8000 多吨的石头；许多材料包括一百万
块古砖、灯具、铁门、铁件等，都是从欧洲运来，铁器制品都是用明火锻造。每
根钉子、链索、铰链和锁都是手工制作。每块窗玻璃、房顶横梁、门和窗都是手
工制作和雕刻的。这大概是美国唯一一座真正的中世纪城堡。本次游览包括城堡
参观和美酒品尝。另有一个选择是参观酒窖，
（但需单独收费）。Castello di Amorosa
酒庄的一大特色是小瓶装的意大利风格葡萄酒可供购买。另一个酒庄 Sterling 位
于一座 300 英尺高的小山顶端。空中缆车可让参观者一览纳帕山谷和酒庄的醉人
美景。在酿酒厂可以了解到从葡萄到葡萄酒的整个酿造过程。漫步在艺术馆中，
或是站在升降平台上欣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享用一杯美味的葡萄酒。此刻正是
每年的葡萄丰收季节。在 Sterling 酒庄，您可以放慢脚步，自由欣赏南方的梯田
美景。午餐由各自自行安排，之后将去参观历史之城卡利斯托加Calistoga。
价格—135 美元，参观酒窖为自选项目，费用单独支付。
行程 8—旧金山市区游览—Presidio 公园，九曲花街（伦巴底街）
，39 号码头和渔人码头
9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和晚上
巴士—乘车：12:45，出发：13:00，返回：20: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从下午到晚上的 7 小时行程中，将计划游览旧金山市区的一些特色景观。第一站
是 Presidio 公园。这座国家历史地标公园有着别致的景色，可以眺望到金门大桥，
旧金山湾和太平洋。之后就到了九曲花街的顶部。这条著名的单行弯曲道有八个
之字形急转弯，路程短，而且坡度很陡。在九曲花街的底部集合之后，巴士将载
大家驶向 39 号码头拍摄，并在渔人码头“自行解决晚餐”。39 号码头是著名的
旅游景点，这里有加利福尼亚的海狮聚集在码头的甲板上，和两层的旋转木马朝
向码头的尽头。站在码头上，可以看到金门大桥，阿尔卡特拉兹恶魔岛，天使岛
和海湾大桥。39 号码头位于渔人码头区的边缘，靠近北沙滩，唐人街和英巴卡
迪诺。纪念品商品和餐馆在这里琳琅满目。
价格—40 美元
行程 9—市区夜间游览—金银岛和海湾大桥
9 月 17 日，星期一，晚上
巴士—乘车：17:45，出发：18:00，返回：21: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站在金银岛上拍摄市区夜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金银岛位于旧金山湾，处于奥克兰和旧金山之间。
这是一座人工建成的岛屿，通过一小块地峡与耶尔巴布埃纳岛相连。站在岛上，
可欣赏到旧金山市区，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的壮观景色。请带上三脚架、
闪光灯、快门启放器和不同镜头。出发前请了解一下如何使用相机的长期曝光和
B 门设置。夜晚的岛上凉风习习，颇有寒意，请届时穿上保暖外套。
价格—35 美元

行程 10—北线游览—马林海岬，索塞里多马林，缪尔树林国家保护区，因弗内斯，雷耶斯角
国家海滨
9 月 18 日，星期二，全天
巴士—乘车：5:15，出发：5:30，返回：17:15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马林海岬是游览的第一站。在这里参观者们可以拍摄到金门大桥和旧金山市区上
空的日出。拍完日出之后，将到索塞里多享用早餐。这个滨水社区横穿旧金山海
湾，为海港和船只的拍摄提供了绝佳的环境。然后前往缪尔树林国家保护区。这
里生长着大片的原生态红衫木，平均树龄在 500 年至 800 年，最古老的树龄在
1200 年以上。这些巨杉的近亲以他们的海拔高度而闻名于世。缪尔树林国家保
护区里最高的树有 70 米高。由于临近太平洋，先天的地理条件为这片森林的生
长创造了理想的湿润环境。如果参观者有国家公园通行证（带 ID 号），请记着在
游览的时候带上。接下来去因弗内斯。大家可以在这里购买午餐，拍摄一些废弃
的因弗内斯船只照片。午餐过后，前往雷耶斯角国家海滨。这个半岛位于太平洋，
四周环绕着 Tomales 海湾和伯林那斯湖。雷耶斯角灯塔有 16 个边，塔身长 37 英
尺，与卡布瑞罗海角灯塔相仿。请记着带上外套，因为清晨的温度偏低。另外，
还请随身带上手电筒、三脚架和足够的存储卡。
价格—105 美元
行程 11—乘船或乘车市区观光—渡轮大厦，渡轮到索塞里多、金门大桥、艺术宫、39 号码头、
慈恩堂和阿拉莫广场
9 月 18 日，星期二，全天
巴士—乘车：6:30，出发：6:45，返回：17: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搭上渡轮驶向索塞里多的第一站是渡轮大厦。沿途将经过金门大桥、海湾大桥、
天使岛和阿尔卡特拉兹恶魔岛。到达索塞里多，这里迷人的海港景色是拍摄的绝
佳素材。乘上巴士，驶向金门大桥拍摄。然后再前往艺术宫。有关艺术宫的介绍，
请参阅行程 3。接下来是 39 号码头，在这里可以购买午餐，取景拍摄。39 号码
头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景点，这里有加利福尼亚的海狮聚集在码头的甲板上，和
两层的旋转木马朝向码头的尽头。纪念品商品和餐馆在这里琳琅满目。午餐过后，
到达慈恩堂拍摄外景和室内景观。然后前往阿拉莫广场。著名的阿拉莫广场素来
吸引摄影师们的眼球。被称为“彩绘仕女”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群，经常用于电影，
电视节目和广告的拍摄。
价格—75 美元
行程 12—3D 组游览金门公园的旧金山科学馆
9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半天
巴士—乘车：7:15，出发：7:30，返回：12:0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由3D组安排的旧金山科学馆半日游，将由 3D 剧院的一个小短剧开场，然后是摄影时
机的讲座。之后将到达生物区，对雨林植物、水族馆的生物或生态屋顶取景拍摄。

这里不允许使用三脚架。
价格—60美元
行程 13—圣克鲁兹（Santa Cruz）酒庄游览
9 月 18 日，星期二，中午和下午
巴士—乘车：11:15，出发：11:30，返回：17: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周二临近中午的时间，一直到下午，将安排参观圣克鲁兹地区的两个酒庄：高山
酿酒厂和 Testarossa 酿酒厂。高山酿酒厂有美丽迷人的花园景色，梯田四周覆盖
着茂密的红木林。酿酒厂历史悠久，据说由这里的国王 Paul Masson 创建。年代
已久的建筑外墙爬满了常春藤，给人一种古老的气息，像戏剧里的场景。
Testarossa 酿酒厂建于 1888 年，其创建者是来自 Santa Clara 教会学院（现 Santa
Clara 大学）的北意大利耶稣会神父和教友，为了当年筹集资金在本地建立一所
新的教会学院。这是加州第四个古老的持续运营的酿酒厂。19 世纪时期的三层
重力流的酿酒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参观者可以参观酿酒厂，品尝这里的美酒。
价格—85 美元
行程 14—市区观光—艺术宫和 39 号码头
9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半天
巴士—乘车：13:00，出发：13:15，返回：17:30
乘客—最少：25 人，最多：42 人

下午的游览包括两个著名景点，艺术宫（请参阅行程 3 的介绍）和 39 号码头（请
参阅行程 8 的介绍）.
价格—35 美元
游览报名

每次游览都安排有长途巴士直接往返于年会酒店和目的地。所有的游览巴士都有
乘客数量的限制（请参见具体游览安排）。需要注意的是，游览费用还包含付给
司机和导游的小费。今年所有的游览路线和导游都是由旅游摄影网安排提供。您
可登陆 PSA 网站了解会后游览（包括优山美地国家公园游览）的详细介绍。年会
报名和游览报名将于 2012 年 4 月开始。年会、摄影游览、餐饮的报名表和酒店
预订信息将刊登在 2012 年 4 月的 PSA 月刊里。欲了解有关年会的其它信息，请
登陆 PSA 官方网站 www.psa-photo.org。
与我们相聚在旧金山，您将亲身体验本次年会带来的不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