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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3 月 15 日下午，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人民摄影》报在九江金誉国际大酒店共

同举办《人民摄影》报 2015年走进九江影友联谊会活动。活动中由专家组成评委

组对影友提交的作品进行了现场评选，共评选出 1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三等

奖，10个优秀奖，并现场颁发获奖证书。获奖作品择优在 3月 25日的《人民摄影》

报第 14版予以了刊发。这里刊发的是获得等级奖的作品。

《博弈》（三等奖） 刘贤俊 摄

《彩色童年》（一等奖） 江民海 摄

《牯岭山城流光溢彩》（二等奖） 胡业清 摄 《牧归》（三等奖） 景如松 摄

《平安音符》（二等奖） 杨 帆 摄

《云涌八里湖》（三等奖） 秦永言 摄

本报讯（沈双武）为增进《人

民摄影》报与九江市摄影组织、广

大摄影爱好者之间的联系与沟

通，为影友创造学习交流的机会，

宣传和推动摄影艺术的发展，挖掘

和推介优秀摄影人才与摄影作品，

3 月 15 日下午，《人民摄影》报、九

江市摄影家协会在九江金誉国际

大酒店共同举办《人民摄影》报

2015 年走进九江影友联谊会活

动。《人民摄影》报评论部主任梁丽

娟、《人民摄影》报图片部主任李毅

亲临联谊会，江西日报九江分社副

社长燕平、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宋小勇，副主席蔡杰、杨青、罗匡龙

等出席，与200多位九江摄影爱好者

共同参加了联谊会活动。

梁丽娟向九江影友们介绍了

《人民摄影》报版面和投稿知识；

《人民摄影》报图片部主任李毅、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罗匡龙

分别作《精彩图片分类赏析》《图

片后面的故事》的摄影讲座。活

动中由专家组成评委组对影友提

交的作品进行了现场评选，并现

场颁发获奖证书。获奖作品还择

优在《人民摄影》报予以了刊发

（等级奖作品见四版）。

九江组织会员参加
第十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本报讯（木力）由中国文联、中国摄

协、宁波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

摄影艺术节 2015年 1月 6日-8日在浙江

省宁波市举行。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在主

席宋小勇的带领下，组织了刘卫平、曹福

群、丁江涌、方乐新、纪德文、疏隶书和电

厂摄协吴丛华、杨欧、郭建华等十多位会

员到宁波参观展览交流活动。国电九江

发电厂摄影协会还被中国电力摄影家协

会评为“优秀摄影组织”，并在宁波召开

的中国电力摄影家协会一届五次理事会

上受到表彰。

九江五幅作品
入选全国摄影大展

本报讯（江南)3 月 5 日至 11 日，由中

国摄影家协会、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第二

届“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

安陆市组委会主办的第二届“千年银杏

诗画安陆”全国摄影大展拟入展作品进

行了公示，九江摄影人徐开琳、郭建华、

蒋德先、潘立、曹光华等 5 位作者的 5 幅

优秀作品入选。

蔡杰获九江网络
盛典旅游摄影达人先锋奖

本报讯（江南）2 月 8 日，新浪江西

2014-2015 九江网络盛典在九江宾馆举

行，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蔡杰（新浪

微博@九江日报蔡杰）、会员吴健（新浪

微博@庐山吴健）荣获九江网络盛典旅

游摄影达人先锋奖。

作为拥有 2 万多粉丝的微博达人，

蔡杰于 2010年开通新浪微博。2013年 5
月，他曾通过微博成功营救出陷入山西

传销组织达 29天之久的湖南网友@蓝色

冷刺，新华社、凤凰网、江西卫视等媒体

作了报道。去年，他在新浪微博创建微

话题#爱旅游爱摄影#，推介全世界风景

名胜和旅游圣地，转发和点评旅游美图，

受到广大网友的热捧，目前该话题浏览

量已达 4000万人次。

杨青作《我的摄影》专题讲座
本报讯（江南）2014 年 12 月 28 日下

午，江西昊然飞扬摄影俱乐部、九江市摄

影家协会、九江职工摄协联合举办摄影

讲座，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九江市摄影

家协会副主席、九江日报摄影部主任杨

青结合多年摄影心得，为大家演绎了一

堂精彩的《我的摄影》专题讲座。近百名

摄影爱好者参加听讲。

在两个小时的专题讲座中，杨青运

用现代多媒体投影仪，结合自己多年来

从事摄影工作的心得体会，向大家讲述

了每张作品的拍摄故事和拍摄中应注意

的有关事项。讲座中，杨青还向大家演

示了自己拍摄的部分优秀作品。

都昌摄协开展走基层
送欢乐活动

都昌讯（黄勇）2月 22日（农历正月初

四），都昌县鸣山乡源头村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都昌县摄影协会一行 9人，响

应省、市摄协倡导的“到人民中去——全

家福送万家摄影公益活动”的号召，为村

民在自家门前拍摄全家福。他们带着照

相机、打印机、电脑和相纸等一大堆设

备，走进鸣山乡源头村，用镜头记录下了

村民生活的变化和全家大团员的喜悦，

并在现场免费打印照片送到村民手中。

本报讯（沈双武）3月 15日，由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

江西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江西生态摄影研

究会会员、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罗匡

龙编著，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看图说

画》摄影作品集首发式暨摄影作品展座谈

会在九江市金誉国际大酒店举办，现场展

出了罗匡龙先生的代表作品 60幅。

出席首发式和座谈会的嘉宾有九江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伟、市文联主席朱

凌、市粮食局局长张守金、市人民银行行

长叶建华、太保财险九江中心支公司总经

理肖明、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祥滔、市文联

副主席陆建珠、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肖

乐、《人民摄影》报评论部主任梁丽娟、《人

民摄影》报图片部主任李毅、江西日报九

江分社副社长燕平，九江日报副总编、市

摄协主席宋小勇以及市摄协班子成员

等。来自全市各县区的摄影爱好者共计

120余人参加了首发式和观看摄影展。

据了解，该本画册是罗匡龙先生爱好

摄影 40 多年来编辑的一本摄影作品集。

作品集用 168 页的篇幅，收集了 261 幅作

品，分别从“风景、纪实、生态、驴行和体

会”等五个方面，展示了作者多年来酷爱

摄影、用心积累的创作成果。同时画册还

配有大量的文字对摄影作品的拍摄方法、

地点、体会和感受进行了讲解和说明，作

品中有一半以上是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或者在省级以上的影赛中入选或获奖。

本报讯（李震）总奖金达 40 万美元的第四

届迪拜哈姆丹国际摄影大赛 3 月 16 日晚在迪

拜国际金融中心揭晓，来自中国的摄影师获得

3个单项奖，赛会大奖被印度摄影师安拉格·库

玛尔夺得。

本届大赛分为普通组、黑白人像组、夜景

组 和 生 活 色 彩 组 4 个 组 别，主 题 是“ 彩 色 生

活”。大赛吸引了来

自 166 个国家和地区

的 3 万多名参赛者，

参 赛 作 品 超 过 6 万

幅。

当晚，印度摄影

师库玛尔拍摄的反映

印度洒红节盛况的作

品获得赛会大奖，并

获 得 12 万 美 元 奖

金。九江市摄影家协

会副秘书长张项理拍

摄的鸟类动态图获生

活色彩组第二名，获得 2万美元的奖金。

哈姆丹国际摄影大赛由迪拜王储哈姆丹

于 2011年发起，以其名字命名并得到其大力赞

助，现已迅速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摄影大赛

之一。哈姆丹摄影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只需提

交作品即可参加，奖金规模已达到国际同等竞

赛的最高水平。

张项理获迪拜国际摄影赛奖

罗匡龙《看图说画》

举行首发式暨影展

张项理拍摄的鸟类动态

图获生活色彩组第二名。

图为迪拜王储哈姆丹为张项理颁奖。

（李 震 摄）

本报讯（沈双武）1 月 11 日，九江市摄影家

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暨全市摄影工作会在庐

山区莲花镇政府召开。

市文联副主席陆建珠在讲话中充分肯定

了市摄协一年来的工作成绩，她认为市摄协一

年来体现了摄协组织的凝聚力。希望摄协班

子和全体理事今后继续团结进取，保持发扬成

绩，争取更大发展。

在各团体会员单位汇报 2014年工作的基础

上，宋小勇主席总结了 2014年工作，主要体现在

了 6个方面有突破：1、党建方面的突破。2、展览

方面的突破。3、获奖方面的突破。4、成果方面的

突破。5、会员方面的突破。6、荣誉方面的突破。

会议讨论通过增补了何将仁、陈安玲 2 名

新的理事，推荐、评选了 2014 年度九江市摄协

先进单位、优秀会员和特别组织工作奖获得

者，通报了有关财务管理情况和举行 2015年市

摄协迎新春联谊会等事宜。全体理事还对常

务理事年度考核综合评价作了“优秀”、“称

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的测评。

市摄协七届四次理事会暨全市摄影工作会召开

3 月 15 日，《人民摄影》报走进九江影友联谊会在九江金誉国际大酒店举行。 （沈双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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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小勇出席中摄协全国基层工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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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高琴等出席会议。来自中国摄协 49 个团

体会员单位和 41 个基层摄影组织的代表，与中国摄协有关

部室、直属单位负责人等 120余人参加会议。九江市摄影家

协会主席宋小勇作为江西唯一基层代表参加了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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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九江在省第 23 届摄影艺术展作品评选中取得
佳绩

7月 13日，由省文联、省摄影家协会、中共九江市委宣传

部主办，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庐山区委宣传部承办的第 23
届江西省摄影艺术展览作品评选结果在南昌揭晓。九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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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作品为全省领先。

3、江西省第23届摄影艺术展览在九江举行

11 月 16 日至 23 日，由省文联、省摄影家协会、九江市委

宣传部主办，市文联、市摄影家协会、庐山区委宣传部承办的

江西省第 23 届摄影艺术展览在庐山区城市客厅隆重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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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委常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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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览具有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制作最好等特点。

4、四位摄影家获得省摄协表彰

4月 1日—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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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的蒋德

先、殷锡翔、宋小勇、燕平获得省摄协表彰。蒋德先被评为全

省“十佳”摄影人物，殷锡翔获得摄影人物提名奖，宋小勇获

得全省“十佳“组织工作者奖，燕平获得“十佳”理事。

5、蒋德先再获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铜奖

7 月，蒋德先的《新娘抱回家》在由中国文联、农业部、中

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中获得纪录

类铜质收藏作品，这是他继 2013 年《奶奶的背膀是摇篮》在

“第三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中获得纪录类铜质收藏作品之

后，又一次获得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铜质收藏作品。

6、彭泽摄协编辑《2014·彭泽县首届摄影艺术展作
品集》

1月，彭泽县摄影协会编辑了《2014·彭泽县首届摄影艺术

展作品集》，共收录作品 97幅，作者当中既有国家、省、市级摄

影名家，更有本县的摄影新秀，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7、张项理、缪华作品入围第五届SAChina国际摄
影大赛

2月 3日，由美国摄影协会（中国）主办的第五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公布评审结果，九江市摄协副秘书长张项理和庐

山区摄协缪华分别有8幅和3幅作品成功入围。

8、九江市摄影人为王波捐款

12月 2日，九江市职工摄影协会在工人文化宫三楼会议

室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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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

动共捐款 5155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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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抢救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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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市摄影界各个摄影群体中广为传播。省摄协主

席徐渊明、市摄协主席宋小勇带头捐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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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生态摄协专程赶到九江送来爱心捐

款。远在外地的伍家斌委托摄友帮忙参加爱心捐款，“紫之

合”（网名）等摄友因上班不便到现场，通过网银转账参加捐

款，因上老年大学不能到场的张兴华和龚金保摄友，特意请

他们七八十岁的老伴赶到现场献上一片爱心。“阿里郎”等

网友与王波并不相识也参与了捐款，还有部分摄友捐款甚

至没有留下姓名。九江的摄友积极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

让大家在寒冬里感受到阵阵温暖。摄友龚道新感动地说：

“我骄傲我是九江摄影人！”

9、九江市摄协获得“全省文联工作优秀集体”称号

2月 25日，江西省文联七届四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在南

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副部长马玉玲、

省文联党组书记汪天行、主席刘华、副主席鄢平原、曹杭以及

省文联主席团成员、全委会委员、省直有关部门领导、省文联

处级干部共 16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对全省文联系统优

秀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颁奖。九江市摄协获得了“全省文

联工作优秀集体”称号。

10、九江市举办第4届摄影艺术作品评选和展览

10 月 22 日，九江市第 4 届摄影艺术展览评选揭晓。

评委会按照“突出本土、鼓励创新、题材多样、发现新人、

兼顾平衡”的原则，进行严格认真、规范公正的评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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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幅（组），其中：金奖 4 幅、银奖 8 幅、铜奖 12 幅、

优秀奖 40 幅、入选作品 158 幅。沈双武的《风雪回家路》、

黎忠的《美丽的生灵》（组照）、徐海林的《时空交流》、方宏

国的《徽乡秋韵》获得金奖。展览与江西省第 23 届摄影艺

术展览同时进行。

2014 年度九江摄影界十大新闻评选揭晓
近日，“2014 年度九江市摄影界十大新闻”评选揭晓。2014 年，九江市摄影家协会按照年初的工作计划和部署，

进行了努力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省摄协和市有关部门和领导以及广大摄影爱好者的肯定。协会喜

报频传、大事频现、首页频登，各位影友也是佳作频出、奖项频得、奖杯频获。这一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是谱写历

史新篇章的一年，也是有很多地方值得点赞的一年。“九江摄影网”按时间顺序初选了 30 件九江摄影界大事件，请

网友投票选出了“2014 年度九江市摄影界十大新闻”。现根据得票多少顺序予以公布：

《新娘抱回家》 蒋德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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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主编自己的画册，的

确有点诚惶诚恐，从第一次拿起

相机在暗房里冲印算起，拍照也

有四十多年了，几十年的积累怎

么的也得有点像样的东西，可真

到要编书出画册了，还真没有拿

得出手的东西，好在自己平时喜

欢和文字打交道，摄影的同时也

积累了不少心得，一起打包处

理，故名《看图说画》。

《人民摄影》报 2014年 7月 9
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

一本名为《艰难的岁月—美国农

业局安全影像》的书，实际上这

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纪实画册，宋

志鹏在点评画册时说“所谓好的

摄影画册、不仅摄影作品印刷质

量和版式设计格外精美讲究，而

且好的摄影画册通常富有可读

性极强的对于摄影作品的介绍，

背景补充，阐释解读影像批评的

文字…….还能在感性高潮之后

引发我们对影像更深的知性理

解和思辨解读”。

正是这段文字给了我继续

编辑画册的勇气，我从来也没有

说过自己是摄影家，只是喜欢拍

照而已。喜欢拍照，是因为文

学，文学承载了我太多了的梦

想。有一天我从梦中醒来，发现

文学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梦，

而再丰富的文字也无法描述梦

中画面的时候，相机牵引着我走

进了摄影的殿堂。我像一条鱼

儿一样自由自在的享受着摄影

带给我的愉悦。我在很多场合

说过，摄影不是我的事业，它就

是我的一个爱好。它带给了我

太多的快乐和感动。参赛，发

表，获奖都不是我的目的，我就是

想用手中的相机讲述看见的故

事，并与大家分享。我尽管没有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

间，也掌握不了安塞尔·伊士顿·
亚当斯倡导的光影技巧，更没有

郎静山大师的以相机作画的能

力。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喜

欢文字和爱好摄影，使得我可以

有图文并茂的经历。而不用顾及

自己是否拍得多好，写得多好，

我只在乎自己是否在人生的旅

途中，是否看见了？是否写了？

是否拍了？这就真的足够了。

不是亲历所为，真的不知道

编一本画册有多难。要从近千

个胶卷和 1300 多 G 的资料中筛

选可编进画册的图片，可谓工程

浩繁。2005 年之前的影像都是

胶片所拍，资料虽然都在，但扫

描之后的影像质量是大大的降

低了。本画册共收集了从影四

十余年来选出的两百多幅照片，

最早的采用了一组拍摄于 32 年

前的照片。照片就像自己的孩

子，张张都是好的，但毕竟受画

册篇幅所限，就只能向自己人生

的 60 年交上这样一份答卷。画

册付梓、心归平静。鉴于水平和

能力所限，画册可能难入大家的

法眼，还望朋友们海涵包容。记

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诗句中说：

“天空中没有鸟的痕迹，而我已

经飞过”，我理解泰戈尔在诗句

中展现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

美丽，即自然而然的美，我追求

这种自然的美，心有所想。力不

所致。其实这就只是一本《看图

说画》的普及读本，不要期望会

有什么收获。在此还要感谢徐

渊明、燕平、宋小勇、肖明和杨军

等影友的支持和帮助，也要感谢

我的儿子罗嘉的全力支持，使得

此书得以问世，再次叩谢大家。

(此文为江西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看图说画〉——罗匡龙摄

影作品集》后记——编者）

长虹摄协举办
第二届职工艺术摄影展

本报讯（李涛渊）2014 年 12 月 30 日，

由国网九江供电公司工会主办、长虹摄影

协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第二届职工

艺术摄影作品展在九江供电公司喷泉广

场举行。国网省供电公司、九江供电公

司、九江市摄协领导出席开幕式。

据悉，本次影展共收到各类作品 360
幅，经过评审，评选出 120 幅优秀作品进

行了展出。

疏隶书当选彭泽摄协
第二届主席

彭泽讯（宋军）1月 28日，彭泽县摄影

协会召开会员大会，总结第一届摄影协会

5 年来的工作与成绩；以举手表决方式选

举产生了第二届县摄影协会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

疏隶书当选为彭泽摄协第二届主席，李

劼、查本础、宋军、吴健当选为副主席，吴

健当选为秘书长。

彭泽县摄影协会从 2010年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

近”原则，通过举办展览、采风、参赛、培训

等举措，培养了一大批摄影人才。目前，县

摄协共发展会员 60余名，其中国家级会员

3人，省级会员 6名，市级会员 26名。

瑞昌摄协举行年会暨
庆祝成立十周年纪念会

瑞昌讯（瑞言）1月 18日，瑞昌市摄影

协会 40 多名会员相聚一起，回顾总结

2014年工作，讨论 2015年工作打算，共忆

协会成立十年来的征程岁月。

2005 年 1 月 18 日，瑞昌市摄影协会

正式挂牌成立。十年来，瑞昌摄协以联

络、协调、服务瑞昌摄影爱好者为宗旨，在

党和政府联系与摄影爱好者之间架起了

一座桥梁和纽带，广泛开展了各项摄影采

风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会议结束后，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九江市摄协常务理事詹毅为会员作了《如

何培养摄影家的眼力》和《如何拍好风光

摄影》专题讲座。

都昌鄱阳湖生态摄协
举行年会和摄影展

都昌讯（杨帆）1月 18日，都昌县鄱阳

湖生态摄影协会举办年会。协会主席杨

帆回顾了 2014年协会取得的可喜成绩，对

2015年协会所要开展的工作做了部署，接

着对优秀会员和在“铭涵杯”生态鄱湖、美

丽都昌摄影大赛中获奖的会员颁发荣誉

证书。市摄协主席宋小勇还对江西省第

23届摄影艺术展获奖作品进行了点评。

年会活动中还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与会人员会前欣赏了鄱阳湖生态摄影协会

成员的优秀作品展，共展出作品65幅。

瑞昌市生态摄影协会
召开年会

瑞昌讯（张勇）1月 24日，瑞昌市生态

摄影协会召开年会。

2014 年，瑞昌市生态摄影协会开展

了“中国梦·瑞昌梦”、“迎国庆 65 周年摄

影展”、“发展提速、小康升级”等系列主题

摄影大赛和图片展，共征集作品近千幅，

展出 200 幅。该协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开

展学习、交流和创作，邀请了多名知名摄

影家来瑞昌举办讲座，并多次外出与兄弟

县市摄影协会开展交流活动；全年组织会

员采风 5 次，多幅作品在省、市摄影家协

会主办的摄影比赛中获奖。

年会上，大家参观了瑞昌市生态摄影

协会举办的摄影展，参会摄影家对展出作

品进行了点评。知名摄影家徐海林还结

合自身创作实践作了摄影专题讲座。

罗匡龙、1955 年 3 月 11 日出

生于庐山日照峰，大专学历、新闻

专业、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中国

摄影函授学院1990年第四期专修

班学习。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江西

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江西生态摄影

研究会会员，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

主席、摄影艺术创作委员会主任。

数百幅摄影作品、文字作品发表在

省级以上报刊和获奖。

随着户外运动的普及，山地

车运动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山

地车的赛事也越来越多，这就为

摄影人提供了极好的拍摄题材

和机会，我参加过几次山地车比

赛的拍摄，偶有一点心得，与影

友分享。

一、器材准备

一至两台有点速度优势的

数码相机，广角、中焦、长焦三支

变焦镜头，广角主要用于贴近赛

道拍摄有点夸张、且体现速度感

的画面；中焦 (24—70mm)可用于

拍摄对环境有交代的画面；长焦

可用于拍摄横向追随和纵向爆

炸效果的画面，另对较远不易于

接近的画面也有很好的掌控。

二、拍摄前的准备

因山地车比赛都是在树林、

田野、山地等复杂陡峭的赛道上

进行，因此拍摄点的选择就显得

十分的重要，作为摄影者要和运

动员一样，要提前熟悉赛道，根

据自己的喜好和拍摄习惯，事前

确定拍摄点，并确定好各拍摄点

之间的转移线路，以便在最快的

时间拍摄到最精彩的画面。

三、怎样拍到满意的画面

在拍摄中运用“弯、高、平、

低”进行拍摄，“弯”是指弯道，选

择有弯道的地方，但不宜太靠近

弯道，因为太靠近弯道，由于树木

挡住了视线，突然出现的山地车

会给双方带来危险；“高”是选择

制高点，可以拍摄大场面以及压

缩空间的画面；“平”是指在拍摄

纵向爆炸画面时，机位与赛车手

在一个水平位置成直线（平直的

机位会使画面更清晰），左手推拉

镜头的速度要均衡（具体的快慢

根据快门的速度来控制），横向追

随法机位可平，也可低于赛车手。

四、速度和光圈的运用

由于这是一个运动项目，所以

我习惯用速度优先模式，纵向爆炸

和横向追随我用的都是1/40秒（具

体还要看当时的天气和运动员比

赛时的速度），这两个方法的使用

最好都用三脚架，确保平行转动相

机和纵向推拉镜头时画面的清

晰。另外还有高速快门的凝固法，

慢速快门的虚化法等等，使用得当

都可以表现出美妙的动感。

总之，拍摄山地车比赛是一项

很有挑战性的摄影活动，既要有娴

熟的摄影技巧，又要有很好的体

力，随着比赛的进行在赛道周边奔

跑穿越，感受着摄影带来的快乐。

话 说《看 图 说 画》
罗匡龙

拍摄山地车比赛的一点心得
罗匡龙 文/图

《《穿行花海穿行花海》》 罗匡龙 摄

《《你追我赶你追我赶》》 罗匡龙 摄 《《争先恐后争先恐后》》 罗匡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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