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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袁东来）11 月 16 日

至 23 日，九江摄影界迎来一件

盛事：由省文联、省摄影家协会、

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文联、市摄

影家协会、庐山区委宣传部承办

的九江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
江西省第 23 届摄影艺术展览在

庐 山 区 城 市 客 厅 展 厅 隆 重 开

幕。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顾问

熊盛文宣布开幕。省文联副主

席鄢平原致词。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潘熙宁致欢迎词。市委常

委唐舒龙主持开幕式。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吕斌、市政协副主

席李军、九江学院校长甘筱青、

省摄协主席徐渊明，省摄协名誉

主席宫正，省摄协副主席廖国

良、沈南、夏一军、严美根、罗水

长、钟敏、彭学平、漆志平，市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浪，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张国宏，市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陆建珠，市摄

协主席、九江日报社副总编宋小

勇，庐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

金水，以及来自全省各地获得本

次届展金银铜奖的作者，各设区

市摄协和周边省市摄协负责人、

各界摄影爱好者近 500 人出席

开幕式。九江市委副书记冯静，

九江市委常委、庐山区委书记汪

泽宇，九江市政协副主席、统战

部长黄大明参观了展览。

本次摄影艺术展览具有规

模最大、档次最高、制作最好等

特点。除展出省第 23 届摄影艺

术展览获奖、入选作品外，还展

出一幅 110 米长、62 公分高的

《千里赣鄱锦绣图》百米摄影长

卷。同时，还有市第 4 届摄影艺

术展、市首届野生鸟类影展、市

首届金融类摄影作品展、庐山区

首届摄影艺术展、九江摄影家张

项理南极、非洲摄影展，徐海林

创意摄影作品展、熊晓洁个性摄

影作品展等 10 多个展项和摄影

艺术研讨活动。总共展出摄影

作品 1100余幅（组），

原定 7 天的展览，应广大影

友要求推迟了一天结束。据不

完全统计，8 天的展览中观众达

15000 余人次。有的来自上海、

浙江、江苏、广东、湖北、重庆等

省市，有的来自全省各设区市，

全市各县（市、区）摄影协会，有

的大学集体组织师生前来观看，

有的是全家前来观展。有的摄

影爱好者在 8天中观展三四次。

他们观展后普遍认为这次

大型摄影艺术展览是九江文艺

界的一件盛事，也是一次视觉盛

宴。看了一幅幅摄影艺术作品，

感觉到收获很大，接受了一次艺

术的熏陶。湖北省摄影家协会

副主席、黄石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傅正明观看展览后称赞说：“展

览上规模、上档次，超过了湖北

省上届摄影艺术展。”

江西省第23届摄影艺术展览在九江举行
同时举行九江市第 4 届摄影艺术展览

11 月 16 日上午,江西省第 23 届摄影艺术展览开幕式在庐山区南山公园展示厅举行。图为盛大的开幕式现场。 （谷志斌 摄）

“梦回庐山”全国摄影
大赛评选揭晓

本报讯（江南）11 月 28 日，由庐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庐山旅游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九江中国旅行社有限

公司承办的“梦回庐山”全国摄影大赛评选在

庐山举行。

此 次“ 梦 回 庐 山 ”全 国 摄 影 大 赛 ，自

2013 年 12 月 开 始 征 稿，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截稿，共收到来稿近 3000 幅。2014 年 11
月上旬，省摄协组织评委会进行初评，11 月

28 日对初评出来的 260 幅作品进行终评。

经过评委会近 4 小时的认真评选，最终评

出金质收藏作品 1 幅，银质收藏作品 2 幅，

铜质收藏作品 3 幅，优秀收藏作品 14 幅，入

选作品 40 幅。

庐山摄影新秀徐崇毅的《观云亭夕阳云

海》获得金质收藏作品，胡业清的《含鄱口冬

韵》、吴钟群的《梦幻庐山》获得银质收藏作

品，潘立的《冬印庐山诺娜塔》、曹林的《雪

趣》、李敏的《琴湖冬日》获得铜质收藏作品。

金、银、铜奖作品均由九江作者获得。

“庐山西海杯”九江旅游
风光摄影大赛评选揭晓

本报讯（龚文丽）12 月 3 日上午，江西省

摄影家协会邀请省内摄影专家组成评委会，

在南昌市区的赣粤高速集团会议厅，举行了

2014中国“庐山西海杯”九江旅游风光摄影大

赛评选。

“庐山西海杯”九江旅游风光摄影大赛由

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九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共同主办。大赛

自 2014年 5月开始征稿，到 2014年 10月 31日

截稿，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的投稿 1000余幅。

经过评委会认真细致、公正严谨的评选，

共评出金奖 1名，银奖 3名、铜奖 6名、优秀奖

20 名、入选 70 名。我市何立新的《鄱湖渔

舟》、詹毅的《江城夜色美》获得银奖，周继根

的《希望的田野》、张项理的《有点乱》、魏水海

的《平流雾中的浔城》获得铜奖。

本报讯（木力）2014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中

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基层工

作交流会，在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举行。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中国

摄协主席、分党组书记王瑶，分党组成员、秘

书长高琴，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红勇，省

文联党组书记于钦彦等出席会议。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宋小勇作为江西

唯一基层代表出席了会议。他提交的《以勇

于担当的精神推动基层摄影事业跨越发展》

的大会交流材料，收录了大会《交流材料汇

编》，供大会交流。

上图为宋小勇与中国摄协主席、分党组书

记王瑶合影。 （郝正良 摄）

本报讯（木力）通过公开征

集，层层选拔，经过九江市摄协七

届二次理事会、九江市摄协 2012
年迎新联谊会理事、影友的投票，

主席会讨论，市摄协 2013 年 12
月 28 日七届三次理事会表决通

过，九江市摄协从 50余幅征徽来

稿中最后确定了作者杨军的会徽

设计稿（见本版左上角）。

会徽以“九江”两字的第一

个拼音字母“JJ”组成一朵盛开的

荷花，荷花的中央以照相机的快

门叶片构成荷花的果实。整个标

徽以红、绿色组成。绿色象征着

生命和未来，而红色则寓意激情、

希望和丰收。荷花是九江市的市

花，也是美的象征。会徽中央的

图案也传承了中摄协标徽的设计

元素，下方是“九江市摄影家协

会”的英文字母，寓意协会是一个

走向世界的开放性团体。整个会

徽活泼热烈，喻示着九江的摄影

事业勇于进取、不断创新，犹如绽

放的鲜花，硕果累累、佳绩频传。

本报讯（木力）由九江市林

业局、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

“九江市首届野生鸟类摄影展

览”作品 2014 年 3 月 14 日在九

江市林业局评选揭晓。

这次征稿从 1月 19日开始至

2月28日止，历时40天，共有77位
摄影工作者、摄影爱好者参加，共

收到作品1000余幅（组）。通过评

委十多轮的评选，翁第亮的《憩》

评为金奖，张项理的《一箭双雕》、

易斌的《鳄猎》、梁海的《嘻戏》、获

得银奖，胡亚萍的《鄱湖鹤影》、欧

阳建生的《蓝喉蜂虎情趣生活》、莫

英莲的《临渊羡鱼》、周云飞的《月

照鹭林》、沈俊峰的《生命的舞蹈

——水雉》（组照）、汪民权的《美丽

的天鹅湖》获得铜奖，王先明、沈俊

峰、张项理、梁海、张爱良、邓先贵、

高金初、吴钟群、李定华等作者的

10幅（组）作品获得优秀奖，有 40
幅（组）作品获得入选。

宋小勇出席中摄协
全国基层代表会

本报讯（江南 兜兜）12月2日
上午9时，九江市职工摄影协会在

工人文化宫三楼会议室举办为王

波同志献爱心捐款活动。不到一

个上午的时间，就收到了来自四面

八方的爱心捐款3万余元。

九江市职工摄协秘书长王

波因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严重受

伤，被送往九江市第一人民医

院抢救治疗。12月 1日，一则为

王波摄友献爱心捐款倡议书在

九江摄影网和 QQ群发布之后，

在九江摄影界各个摄影群体中

广为传播。省摄协主席徐渊明

特地打来电话并捐献 500 元。

九江市摄协主席宋小勇带头到

文化宫捐款。九江摄影界知名

人士詹毅、徐海林分别向摄影

班的学员们发出倡议为王波募

集爱心捐款。都昌生态摄协主

席杨帆专程赶到九江送来爱心

捐款。摄友龚道新感动地说：

“我骄傲我是九江摄影人！”

至发稿时止已捐款51550元。

摄影界踊跃为王波爱心捐款
省摄协主席徐渊明捐献 500 元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有了自己的会徽

首届野生鸟类摄影展作品评选揭晓

《《冬印庐山诺那塔冬印庐山诺那塔》》（“梦回庐山”全国摄影大赛铜奖） 潘 立 摄

《《观云亭夕阳云海观云亭夕阳云海》》（“梦回庐山”全国摄影大赛金奖） 徐崇毅 摄

《《含鄱口冬韵含鄱口冬韵》》（“梦回庐山”全国摄影大赛银奖） 胡业清 摄

《《江城夜色美江城夜色美》》（“庐山西海杯”九江旅游风光摄影大赛银奖） 詹 毅 摄

《《新娘抱回家新娘抱回家》》（第四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铜奖） 蒋德先 摄

《《有点乱有点乱》》（“庐山西海杯”九江旅游风光摄影大赛铜奖）张项理 摄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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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赏

11 月 30 日上

午，九江市摄协党

支部组织党员来到

中共九江市委宣传

部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彭泽县浩山

乡兆吉沟中共赣皖

七县中心县委旧址

参观学习，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增强

党性观念。

（沈双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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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冯静，市委常委、庐山区委书记汪泽宇参观展览。

（李涛渊 摄）

江
西
省
第2 3

届
摄
影
艺
术
展
览
掠
影

江西省第 23 届摄影艺术展览 11 月 16 日在九江举行。 （徐田刚 摄）

庐山区老年腰鼓队为开幕式助兴。 （宋正生摄）

拍摄开幕式精彩一瞬。 （张可庚 摄）

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徐渊明宣布获得

“优秀组织工作奖”名单。 （李涛渊 摄）

省文联副主席鄢平原致辞。 （李涛渊 摄）

省政府党组成员、顾问熊盛文宣布展

览开幕。 （李涛渊 摄）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等六家协会获得“优秀组织工作奖”。 （曹福群 摄）

市委常委、副市长唐舒龙主持开幕式。

（李涛渊 摄）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熙宁致欢迎辞。

（李涛渊 摄）

熊盛文、潘熙宁、唐舒龙等领导观看展览。 （李涛渊 摄）

展览期间，江西省摄影艺术创作研讨会同时进行。

（龚文丽 摄）

一、什么样的照片易获奖

不少摄影家认为，在摄影比赛

中，“有个性、有特色”的作品容易胜

出。什么是特色，什么是个性，理解

因人而异，除了拍摄中的一些要领和

法则外，在具体评选中，仍有一些规

律可循。符合这些规律的参赛照片

最终能否进入评委的法眼，能否入选

获奖，则需要看作品本身的综合素质

和评委的喜好程度了。在什么样的

照片容易入选、获奖的问题上，没有

普世的规律可言，但在吸引评委关注

方面，照片本身的视觉形象和一些外

因仍会起作用：

1、形式感强
以拍摄《希望工程》而闻名的摄

影家解海龙认为，容易获奖的照片一

般都会有“三强”，即主题强，新意强

和形式感强。

以传达信息为主要功能的纪实

主题影像在注重信息量的同时还强

调“形式感强”，其他类别的摄影为了

适应浏览需要，更得重视形式。在大

大小小的摄影评选中，形式上有新意

的作品往往会让评委们的视线停

驻。形式感能在流水线般飘过的照

片阵列中起到休止符般的作用，照片

的关注度自会提高。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问题：航拍

作品往往会在风光类影赛中占一定

优势，就是因为其更多地呈现出地貌

的图案感，这种图案感是站在陆上的

摄影人看不到也拍不到的。

2、画面淡雅
可能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越来

越被摄影借鉴相关吧，也可能跟人们

审美趣味的转变有关。过去摄影比

赛中当红的浓墨重彩色调，已然不受

青睐，人们更喜欢淡雅一些的氛围，

空灵一些的画面，通透一些的感觉，

简洁一些的构成。画面整体的素雅，

成为评委们有意无意重点关注的因

素之一。高调的作品似乎比暗调子

也更易引起关注——这可能与生活、

工作等多方面压力之下，每个人希望

看到更轻松、更平和的影像的心理需

求有关吧。

3、构图别致
摄影技术书籍总会强调黄金分

割，强调S型构图、三角形构图等画面

构成。具体的摄影实践中，按照教科

书法则拍出的画面固然是漂亮，但大

量出现和千篇一律，反而不易引起评

委注意，正如那种光影绚烂的大场面

风光照已难以提起评委兴趣一样。

有时候，大胆突破，以不那么完美、不

那么合乎法则的方式来呈现，只要适

于主题表达，肯定会更多引起注意。

构图的法则，有时候是无招胜有

招，在节奏感中打破节奏感，在严谨

的法则下努力有所脱离，让画面显现

出更多随意的率性，可能更符合现代

人的审美需求和内心情绪。

4、动感效果
照片中的图像是静止的，但动静

之间的对比和辨证，可以让相机快门

定格的一刹那，凸显动感，让观者从

静止的影像中看到动势，基础方法包

括用追随法拍摄高速运动中的物体，

让背景得到虚化，或者着力表现运动

物踪迹形成的线条，更常用的手法是

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等。不仅在体

育比赛或街头抓拍时，拍摄时尚题材

甚至是产品时，也可以运用技术技巧

和创意，制造动感。动感有时候并不

单单只能通过虚实对比等手法来突

出，即使完全静止的画面，只要氛围

营造足够，如人物争夺的瞬间、夸张

的表情，尤其是利用角度造成的错位

感，都会使照片动感十足。

5、个性鲜明
从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感受

来分析，参赛作品的呈现效果至关重

要。纪实主题摄影作品中，压暗四角

的处理就曾经很新奇，让作品有一种

沉重感、古朴感。有时候，一幅普通

的照片，因为一种简单技巧的使用，

便会很大程度上提升其视觉表现

力。摄影家梅生就认为，摄影作品要

具备三方面素质，“一是独立的语言

方式，二是独立的文化背景，三是独

立的人格精神”，他所讲述的意思，也

就是要突出鲜明的个性，无论在表现

形式上做足功夫，还是内容上的独到

开掘，都足以呈现更新奇、更特别的

效果。

对于创新和个性，自由摄影师卢

广的重要经验就是不刻意迎合评委

的口味，“如果你的照片超越了评委

的水平，也就是说，评委想到的，你已

经想到了；评委没有想到的，你已经

拍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评委肯定

会投你的票。”

6、重大题材
古人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

合为事而作”，现在许多国内摄影比

赛倡导主旋律，不少摄影比赛都会考

虑题材因素，比如对与人类生存有关

的环境污染、粮食安全等问题，与中

国基本国策有关的计划生育、农民工

等问题的关注，肯定会让评委产生好

印象，当然照片得有足够的水准。从

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自然风

光类的照片在阐释时都会有意无意

地向环保主题上靠了。重大题材可

以说是中国特色，也应该说是普世价

值，拍摄关注度高的题材，还要选好

切入点。题材要大，开口要小，大处

着眼，小处着手，才会拍出更多有深

度的重大题材作品。

7、感人场景
生活中的感人题材有很多，关键

在于我们能否发现并将其中最动情

的一幕定格。如果遇上并拍到了让

人动情的瞬间，投送参赛便有了相当

的竞争力，毕竟，评委也有七情六欲，

影像中流露出来的感动，真的会让他

们“欲罢不能”。

8、制作精良
有经验的摄影人都说，“三分拍

摄，七分后期”，后期似乎更多指的是

照片制作环节，但也应该包括利用电

脑软件对参赛照片进行色调、反差、

图像格式、大小等调整，具体来说，就

是参赛照片要呈现什么效果，如何完

美体现拍摄意图等。

9、生活瞬间
摄影比赛大都有明确分类，不

过，在任何类别或项目中，来自于普

通生活的场景都会得到评委们特别

的关爱，毕竟，从身边的事物中，从平

凡的生活中拍得佳作更值得鼓励与

期待。在综合评选中，如果有两张照

片让评委们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

下，生活题材的瞬间往往会因为其朴

实的面貌而占得先机。抓后的生活

场景之所以有一定优势，可能与近年

以来风光照片和唯美影像在摄影评

选中屡见不鲜有关，源自生活的朴素

影像也就有了视觉上的新鲜感。

二、什么样的照片易落选

许多摄影比赛结果一出，肯定会

有人暗中思忖，看起来差不多的题材

和表现方式，为啥有人入选有人落选

呢，更多还会表现出一些不服气。评

选固然有偶然的因素，在什么样的照

片能得奖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章法，

但在什么样的照片易落选的问题上，

以资参考的教训倒是不少。对于第

四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的参

赛者来说，这些来自以往各类摄影比

赛评选结果的一些教训，也应该成为

有益的参考。

1、明显造假
大概是与纪实主题作品在综合

性摄影比赛中更打眼有关，且有时候

突发事件现场的独特视觉张力更易

吸引评委，有的摄影爱好者会投送一

些明显摆布的看似冲击力很强的紧

张场面，比如火场抢救、抗洪救人等

场景。不过，眼光如炬的评委连是演

习还是突发事件都能从画面中看出

来，何况此类摆拍的照片呢？有的摆

出来的此类照片，人物衣服簇新、表

情呆滞或故作夸张，看不出那种事发

突然的紧张感和现场感。这样的照

片往往会因为太假而被淘汰。同样，

另外一些摆布出来的表现美好生活

或者天真烂漫的画面，虽然情节营造

到位，但能明显看出来不自然、没有

生活气息，同样易被淘汰。

2、素质不精
摄影作品都有个基本素质，这种

基本素质，也就是摄影人常谈的专业

水准。这种素质体现在拍摄、制作、

摄影语言、技术技巧等多个层面，难

以一一详述，最突出的问题，像照片

发虚没焦点，制作偏色，随意拼凑的

组照，尺寸不合规格，随手拍的纪念

照，不讲任何技术技巧，等等——这

些可能与摄影者的基本水平有很大

关系，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进

步。摄影者在选送作品参赛参评时，

对自己参加的摄影比赛的大致水准

和基本要求等要有所了解，对自己的

水平也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投送的

作品要一丝不苟地对待，瞎投乱送碰

运气的做法肯定要不得。

3、土老破旧
摄影人会常到更为原生态、更具

世外桃源之感的乡村去采风拍摄。

在这个过程中，免不了有人以猎奇的

眼光，或者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刻意

表现乡村相对“土老破旧”的一面，甚

至用广角镜头等渲染农民群众面容

的沧桑感，把那种“不美好”的因素放

大。从关注现实的角度，对需要提升

和帮助的各地区的实际状况用影像

表现出来本无可厚非，但大部分的摄

影人往往会无意识地刻意强调视觉

上的冲击力——照片中没有体现出

温情，没有体现出人道关爱，有的只

是摄影者对自己未曾见识过的落后

与贫穷的过分张扬。这样的照片谁

都看着不舒服，怎么会轻易入选呢？

4、太过光鲜
与“土老破旧”的极端不美好相对

的，是许多“红光亮”“高大全”的极端

美好画面，有时候甚至没有一丝缺撼，

没有一点不足。比如城市中如画的园

林景观、公园里晨练者整齐队列等，这

样的照片常会被认作宣传画，很难称

得上摄影作品了。摄影作品的真情实

感体现在作者对于感动自己的那一瞬

的记录与抓取，如果刻意考虑题材正

面等因素，反而会束缚手脚。

5、临阵磨枪
不少摄影人参加比赛，习惯于在

启事出台之后，再根据要求策划专门

的拍摄。这种临阵磨枪的方式肯定

占不了便宜。综合性摄影比赛比拼

的是作者长久坚持的功力，比的是作

者有无更深厚的摄影作品积累。从

事摄影的时间越久，作品的积累越

多，在无论比赛还是展览等活动中，

才会更多机会。只要资源足够，参加

任何综合性或专题性影赛，只需将自

己的图片资源编辑组合，便能选出最

有胜算的作品参赛。

6、民俗表演
现在流行摄影采风，三两朋友或

随采风创作团到一些特色景区或者

民族地区边游览边拍摄。作为一种

休闲活动，采风得来的大量照片，也

有不少摄影人投送参赛。不过，这种

照片只要没有表现出对此类事物的

新观点，就很难入围或获奖。

以摄影人拍得最多的民俗活动

为例，每个景区甚至摄影人常去的村

寨，都会有一些常识或临时组织的表

演，加上一群摄影人集体拍摄，照片

既没有生活的原汁原味，又带着作者

浮光掠影的视角，类似画面更是太过

集中或常见，自然不会让评委们产生

兴趣。采风时看到新鲜的民俗表演，

拍下来留个念想可以，但要参赛，就

得掂量一下自己的作品在画面完美

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价值。还有那黄

河边的老汉、少数民族村寨里的小姑

娘、坝上草原的牧马人等，都成了公

用的“摄影模特”，他们反复的走动或

表演，会在参赛作品中数百成千次出

现，谁又愿意多看几眼？

7、集体创作
越来越多的采风创作活动，使得

不少摄影人会经常围着一个模特或

一处景观同时进行拍摄。这样的摄

影方式作为一种休闲，无可厚非，但

要想在这种场合拍到好作品，相当不

易。一些题材相对集中的摄影比赛，

有时会收到不同摄影人投送的数百

上千个几近相同的场景。这就是一

群镜头在同一场合紧盯拍摄的结果，

这些照片除了取景构图、拍摄角度等

稍有差异外，基本雷同。这些照片集

中在一起，极易使评委产生了视觉疲

劳，即使其中出现一二佳作，也易被

忽略。

8、模仿痕迹
一些参评者会借鉴获奖作品或

名作佳作来拍摄照片参赛，以期得

奖。作为一种视觉书写能力和摄影

技术基础练习，模仿佳作肯定会是很

好的方法，但所有摄影比赛的评选，

都会将求新求异放在首位。摄影风

格也有流行趋势，引风气之先的作品

永远会得到更多青睐。以风光照片

为例，为什么风光照片在许多摄影比

赛中都占不了便宜，就因为其数量大

且大都拍得完美，但却未超出知名摄

影家已传播过的佳作。

齐白石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

者死”。这话值得大家好好琢磨。由

此扩展开去，那种参赛之前请得奖专

业户授课以促进创作的行动，只能开

阔思路，千万别照着他们的方式来

——在超越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避

实就虚倒不失为好主意。

9、题材陈旧
对于普通摄影人来说，如果不从

题材上进行深入思考，我们就会看到

摄影比赛中常出现的现象：“拍鸟类

的照片几乎全是白鹭，拍少数民族常

是拿大刀剃头的画面，……人体摄影

作品中的模特不少是孕妇，……大量

乡村戏剧题材的作品，在表现后台

时，多数都有女演员给孩子哺乳的场

景”。还有众多拍摄当地非遗题材

的，也是一样的基调和语言方式。

关于拍摄题材，应该说，想以别

人没拍过的题材来拍大片得大奖的

可能性基本没有了。任何题材都有

人拍有人送评，问题是，近年来的参

赛作品中，西藏高原风光、新疆风光

的照片确实少了，但有关元阳梯田、

婺源春色、皖南风光、霞浦滩涂以及

坝上秋景等题材的照片仍比比皆是。

10、怪力乱神
有的人在参赛时想出奇制胜，但

奇招也应该有一定限度。如果因为

剑走偏锋或者险招迭出而造成“怪力

乱神”的场景，甚至违背了观众所能

接受的伦理道德底线，就极易被淘

汰。有的摄影人对性符号胡乱进行

表象化的图解和利用，画面没有任何

美感，反而让评委和观者觉得莫名惊

诧。这样的所谓“探索”，恐怕易引发

更多争议而不会有好评。

11、得奖之作
在一次评选中，有位评委提出，

那些获得过三次以上奖项的照片，就

不宜再获奖了。这既是想让更多参

与者有获奖机会，也是对于那些靠一

张照片打天下的现象的善意批评。

如果一幅作品老是得奖，评委们都看

烦了，只要有与其水平旗鼓相当者，

其获奖的困难会无形增大。第四届

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的征稿启

事中明确规定：“参赛照片须为本人

独立完成的作品，不得抄袭、拷贝、仿

冒，不得提交参赛者参加佳能以往组

织的各种摄影比赛的获奖作品。评

审后如被检举参赛作品不符合本规

程要求的，经主办方查证属实者，取

消获奖资格，取消之奖项不再替补。

如已领取奖项者，主办方有权追回奖

项。”“凡是以销售、促销为目的拍摄

的作品，直接、间接为营利活动所拍

摄的作品，曾在其他比赛中获奖的作

品，均不能参赛。”得奖之作限制得奖

甚至参赛，从公平角度看值得肯定，

这一点倒需要提醒参赛者注意。

12、背离主题
每一项摄影比赛都有主题，比如

将非新闻类的摄影作品投送参加新

闻摄影比赛，尤其是拿没有任何说明

的风光照片投稿参赛，明显不符合主

题要求。对于主题的仔细研判，进而

选片参赛，是知己知彼之道。不过，

我们看到过不少摄影人的几幅佳作，

不论什么比赛都选送投稿，也不管是

否与主题相符。这种“撞大运”的方

式，对于精准投稿以获取更多荣誉和

实惠的诉求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取

的。对于“感动典藏”这个主题，如何

用感人至深的影像打动评委和广大

读者，则是需要参赛摄影人需要认真

考虑的。

照片的获奖与落选
柴 选

11 月 8 日 上

午，中国旅游摄影

第七届摄影师代表

大会在庐山云中宾

馆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 200 余位代

表聚会庐山，共同

商讨中国旅游摄影

网的建设和发展大

计 。 会 议 表 彰 了

2014 感动人物、好

影嫂、最美女孩。

（宋小勇 摄）

中国旅游摄影网庐山表彰最美女孩

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黄大明参观展览。 （李涛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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