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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岛根写真作家协会来九江采风
周继根获凤凰沟“四季风光”
全国摄影大展银奖

本报讯（木力）由江西省凤凰沟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江西省凤凰沟

风景区）、中国摄影报社、江西省摄

影家协会、江西省农业摄影协会主

办的“中国南昌·凤凰沟风景区‘四

季风光’全国摄影大展”日前评选

揭晓，九江有 3 位作者的 4 幅作品

获奖。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九

江市庐山区摄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周继根的作品《紫气升腾绕凤巢》

获得银质收藏奖，周继根的作品

《水上乐园》和武宁翁第亮的作品

《白浪湖小夜曲 》、德安江绍彬的

作品《凤凰腾飞》还获得优秀作品

奖 。 银 质 收 藏 奖 将 获 得 人 民 币

5000 元的奖励。优秀作品奖将获

得 100 元的奖励。

五位影友批准成为
中摄协会员

本报讯（宋小勇）经中国摄影

家协会 2013 年上半年、2014 年上半

年全国会员评审委员会评审，九江

有五位影友先后批准成为中摄协

会员。他们是方宏国、沈双武、张

项 理 、张 国 衡 、翁 第 亮 。 特 别 是

2014 年上半年九江批准新会员 4
名，这也是九江一次发展国会会员

最多的一次。目前，九江有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 44 人。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完成
社团登记工作

本报讯（陈杰）根据民政部《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精

神，经过摄协工作人员的不懈努

力，在民政部门社团登记人员的大

力支持下，九江市摄影家协会最近

完成了社团登记工作。九江市民政

局为协会颁发了《社会团体法人登

记证书》，九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为

协会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

机构代码证》、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

中心支行为协会颁发了《开户许可

证》。从此，协会结束了长期合情、

合理但不合法的历史，标志着协会

朝着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发展迈出

了一大步。

九江在“中国梦·劳动美”
影赛中取得佳绩

本报讯（沈双武）2013 年 11 月

1 日，由江西省总工会、江西省摄影

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

美”全国摄影大赛评审在江西省总

工会会议厅举行。

本次大赛收到来自全国各地

的参赛作品共计 5000 余幅，九江在

这次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郭

水生的《矿工兄弟》获得纪实类一

等奖，郭建华的《时代畅想》获得纪

实类二等奖，徐海林的《风雪斗士》

获得艺术类二等奖。另有徐开琳、

张金凤、李彩云、吴从华、伍家斌、

田小元的作品获得优秀奖，郭建

华、蔡隆彬、李国旗、徐金龙等作者

的作品获得入围。

本报讯（李涛渊）2014年7月13
日，由江西省文联、江西省摄影家协

会、中共九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九江

市文联、九江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

“九江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第 23
届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作品评选结

果在南昌揭晓。组委会经过初评、

复评、终评，共评选出社会生活纪录

类（A 类）、自然风光纪录类（B 类）、

社会生活艺术类（C类）、自然风光艺

术类（D 类）四类作品入选作品 500
幅（组），其中：金奖 8幅、银奖 16幅、

铜奖 40 幅、优秀奖 160 幅。九江市

在这次作品评选中取得好成绩，共

获得 3个金奖、3个银奖、10个铜奖、

43个优秀奖，入选作品 62幅，获奖、

入选作品达到了所有奖项、作品的

四分之一以上。这也是继上届影展

全省金奖第一之后，九江再次取得

全面的丰收。

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代表江西

省摄影艺术最高级别，每两年一

届。本届影展从去年 12 月底开始

征稿，至今年 2月 20日截稿，共收到

1600 余名作者选送的 2.6 万多幅

（组）作品，参与作者之广、选送作品

之多创历届之最。这些作品，用摄

影的语言、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手

法，表现了江西省的社会经济、人文

风情、自然风光及城乡变化，体现了

江西摄影人关注社会、服务大局、赞

美家乡的艺术情怀和勤奋创作、大

胆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本届影展也是江西省

摄影艺术展览首次走出省会、走进

设 区 市 举 办 的 一 次 高 规 格 的 展

览。计划在建国 65 周年期间在我

市庐山区南山公园展示大厅举行，

届时，第 4 届九江市摄影艺术展览、

九江市首届野生鸟类摄影作品展

览同步进行，总共有 1000 多幅摄影

艺术作品与广大观众见面。同时，

由我省摄影家集体创作、展现江西

境内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风景名

胜，国内最长单幅摄影长卷（长 110
米、高 620 毫米）《千里赣鄱锦绣图》

也将正式亮相。

图为评审现场。（王岩 摄）

本报讯（木力）4 月 1 日—2 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江西省文联七届

四次全委会议精神，总结回顾过去

一年来江西摄影所取得的优异成

绩，进一步增强江西摄影群体的凝

聚力，激发广大摄影人的创作热

情，推动 2014 年摄影事业再上新

台阶，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在南昌隆

重召开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暨全

省摄影工作总结表彰会。

会上，徐渊明主席报告了 2013
年度江西摄协主要工作。汪小毅

副主席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3 年

度“十佳”摄影人物、“十佳”组织工

作者、“十佳”理事的决定》，朱英

培、孙刚、熊盛文、汪天行、鄢平原、

徐渊明、汪小毅、廖国良分别为获

得 2013 年度“十佳”摄影人物的彭

学平、袁剑波、汪云红、欧阳富平、

段友情、樊建功、文飞翔、肖戈、杜

学东、蒋德先 10 位摄影家，获得摄

影人物提名奖的殷锡翔、胡仁勇、

戴志东、吴健人、李欣、陈银先、张

志宏、胡志平 8 名摄影家，获得“十

佳”组织工作者的宋小勇、曾正东、

汪立新、刘树桢、肖波、刘斌、刘志

勇、聂靖生、袁一萍、游泳 10 名摄

影家以及获得“十佳”理事的王金

平、郭凌云、王源清、戴军、娄鸿雁、

毛翼、赵志敏、付海平、燕平、万建

明 10 名摄影家，颁发了奖杯和荣

誉证书。

2013 年度“十佳”摄影人物袁

剑波、汪云红、蒋德先，“十佳”组织

工作者刘斌、刘树桢、“十佳”理事

娄鸿雁发言。

省文联副主席鄢平原作了讲

话，他充分肯定了省摄协在以徐渊

明为首的主席团带领下所取得的

显著成绩，赞扬了摄影人执着追

求、团结进取的优秀品质，并对摄

协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

期望。

会议结束之后，省摄协组织与

会代表前往江西摄影家协会创作

基地——凤凰沟景区进行创作采

风。

图为九江获得省摄协表彰的

燕 平、蒋 德 先、殷 锡 翔、宋 小 勇 合

影。 （桂剡高 摄）

第23届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评选揭晓
九江四分作品有其一

九江四位摄影家在全省摄影工作会上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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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优秀奖、入选作品
社会生活纪录类：

优秀奖：

《风雪回家路》 沈双武 （市 直）

《骑行》 沈俊峰 （公安摄协）

《美食》 田小元 （职工摄协）

《斑驳》 王群伟 （石化摄协）

《疯狂夏日》 蔡志平 （庐山区摄协）

《大舞台》 张国衡 （彭泽摄协）

《手面飘香》（组） 傅建斌 （都昌摄协）

《赶集》 黄天武 （都昌摄协）

《老家的年味》 蒋德先 （武宁摄协）

《集团军》 罗匡龙 （市 直）

入选：

《客家年俗》（组） 杨 军 （市 直）

《套马》 纪连俊 （市 直）

《丰收》 丁江涌 （市 直）

《争先恐后》 沈双武 （市 直）

《赶海归来》 端木喆喆 （市 直）

《绝杀》 沈俊峰 （公安摄协）

《鄱湖春牧》 周云飞 （市 直）

《知音》 郭水生 （市 直）

《破浪》 田启宝 （市 直）

《岁月色彩》 王智勇 （市 直）

《泼出来的秀丽》 吴从华 （电厂摄协）

《精心记算》 沈肖梅 （电厂摄协）

《煤场夜色》 柯 斌 （电厂摄协）

《戏曲人生—台前幕后》（组） 汪瑞浔 （人行摄协）

《吴戏》 汪瑞浔 （人行摄协）

《持枪部落》 夏文川 （国税摄协）

《热舞》 胡世昊 （长虹摄协）

《民俗—赶野猫》（组） 张可珂 （彭泽摄协）

《岁月流金》 张宝松 （彭泽摄协）

《人像习作》 罗鑫钢 （武宁摄协）

《群文花开俏旦旦》（组） 杨 华 （湖口摄协）

《专心致志》 刘锦标 （瑞昌摄协）

《渔歌》 杨 帆 （都昌摄协）

自然风光纪录类：

优秀奖：

《纯静南极》（组） 张项理 （市 直）

《恋爱季节》（组） 张项理 （市 直）

《神奇峡谷》（组） 陈世文 （市 直）

《流云似水》 詹 毅 （市 直）

《山舞银蛇》 涂 钢 （市 直）

《晨沐雄关》 徐宝亮 （市 直）

《生命历程》（组） 伍家斌 （职工摄协）

《白云深处》 李向明 （电厂摄协）

《晨光雾影》 熊 逵 （庐山摄协）

《苍海无垠》 齐美建 （庐山摄协）

《江山如画》 李忠东 （庐山摄协）

《石潭云雾深处有人家》 李 敏 （庐山摄协）

《水墨庐山》 秦永言 （庐山摄协）

《美丽的生灵》（组） 黎 忠 （修水摄协）

《草鸮之威》 黎 忠 （修水摄协）

《意惹情牵》 冷伍敏 （修水摄协）

《翼展雄风》 冷伍敏 （修水摄协）

《晨韵》 孙 文 （修水摄协）

《杂耍》 涂勇平 （修水摄协）

《温馨的山坳》 程茂印 （永修摄协）

《夕照山城》 丁江涌 （市 直）

入 选：

《惊涛拍岸》 詹 毅 （市 直）

《晨渡》 周建东 （市 直）

《花竹之晨》 周建东 （市 直）

《松赞林寺晨曦》 季 宏 （市 直）

《几度枫叶红》 涂 钢 （市 直）

《晨沐徽居》 徐宝亮 （市 直）

《雾涌八里湖》 罗匡龙 （市 直）

《温暖的雪夜》 肖 明 （市 直）

《丛林秋色》 王先明 （国税摄协）

《山乡晨炊》 杨复煦 （国税摄协）

《庐山琴湖冬日》 李 敏 （庐山摄协）

《晨光》 李 敏 （庐山摄协）

《乱云飞渡》 黄 强 （庐山摄协）

《梦幻匡庐》 黄 强 （庐山摄协）

《觅》 孙永胜 （庐山摄协）

《日出江水红胜火》 何立新 （庐山摄协）

《渔舟唱晚》 秦永言 （庐山摄协）

《牧羊晨曲》 桂剡高 （庐山区摄协）

《晚霞天鹅归》 李定华 （庐山区摄协）

《坝上秋色》 疏隶书 （彭泽摄协）

社会生活艺术类：

优秀奖：

《红白之间》 詹 毅 （市 直）

《冲剌》 李万根 （市 直）

《当代意蕴》 牧亦村 （市 直）

《月荷琴韵》 汪民权 （市 直）

入 选：

《铁骑柔情》 涂 钢 （市 直）

《织》华林娜

《惠安女抬起太阳》 沈肖梅 （电厂摄协）

《焊花闪烁》 张金凤 （电厂摄协）

《圆梦时刻》 徐开琳 （电厂摄协）

《走向未来》 徐开琳 （电厂摄协）

《已然是梦》 胡 汇 （彭泽摄协）

《江南四韵》（组） 冯 卫 （永修摄协）

自然风光艺术类：

优秀奖：

《领地》 张项理 （市 直）

《呵护》 刘文勇 （电厂摄协）

《绿色石化》 杨向群 （石化摄协）

《古城祥云》 戴 明 （人行摄协）

《天外黄花分外香》 齐美建 （庐山摄协）

《徽乡秋韵》 方宏国 （彭泽摄协）

《树影摇曳》（组） 王 俊 （德安摄协）

入 选：

《过火林》 郭水生 （市 直）

《夕阳牧歌》 徐宝亮 （市 直）

《浪漫的海滩》 张胜青 （电厂摄协）

《春耕》 杜新隆 （人行摄协）

《秋醉游人如琴梦》 张爱良 （人行摄协）

《残荷绝句》 王先明 （国税摄协）

《风雪归途》 周继根 （庐山区摄协）

《春晓》 莫英莲 （修水摄协）

《凌空哺食》 莫英莲 （修水摄协）

《渴望》 冷伍敏 （修水摄协）

《空谷鸟语》 冯 卫 （永修摄协）

第 23 届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九江获得铜奖作品

《傲世风华》（社会生活艺术类铜奖） 冯 卫 摄 《翠鸟捕鱼全记录》（自然风光艺术类铜奖） 莫英莲 摄 《牧野苍茫》（自然风光纪录类铜奖） 夏文川 摄

《鄱阳湖殇》（社会生活艺术类铜奖） 梁建民 摄 《生息胡杨》（组照、自然风光艺术类铜奖） 牧亦村 摄

《太空作业》（社会生活纪录类铜奖） 徐海林 摄《筑巢行动》（组照，社会生活纪录类铜奖） 郭 炳 摄《醉秋》（自然风光纪录类铜奖） 王先明 摄

《最后的归途》（社会生活艺术类铜奖） 徐海林 摄

《深海夺食》（自然风光纪录类铜奖） 邓先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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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届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九江获得金、银奖作品

《风雪兼程》（社会生活纪录类银奖） 丁敏 摄

《痕》（社会生活艺术类金奖） 周继根 摄

《勿忘国耻 爱我中华》（社会生活纪录类金奖） 熊敏宇 摄

《仙境》（自然风光纪录类银奖） 李定华 摄

《乡村母亲节——傅氏太婆会》（组照，社会生活纪录类银奖） 张项理 摄

《一箭双雕》（自然风光纪录类金奖） 张项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