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6月30日 星期六
总第7期

赣内资字第G040号

编委：宋小勇 蔡 杰 杨 青 邹树汉 陈 杰 罗匡龙 梁建民 主 编：宋小勇 副主编：杨 青 责任编辑：李涛渊 美术编辑：郭能兴 美术设计：袁 巍 （会员期刊 免费交流）

本报讯（木力）6月 10日，江西
省摄影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
南昌饭店隆重召开。来自全省各
地的160多位摄影艺术家代表和嘉
宾齐聚一堂，共商江西省摄影艺术
事业发展大计。省委常委、宣传部
长姚亚平出席开幕式并作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摄协名
誉主席朱英培，省政协原副主席、
省摄协名誉主席叶学龄出席会
议。省文联党组书记郜海镭主持
开幕式，省文联副主席鄢平原致开
幕词，省美协驻会副主席李晖代表
兄弟协会致贺词。九江市派出了

以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张国宏为
团长，以市摄协主席、九江日报副
总编宋小勇为副团长，以蔡杰、杨
青、邹树汉、陈杰、罗匡龙、梁建民、
叶建华、郭建华、梁海、徐高峰、殷
锡翔（特邀）为代表的 13 人代表团
出席会议。

姚亚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过去8年江西省摄影事业取得的成
绩，并对全省广大摄影工作者提出
三点希望。一是要始终坚持“二
为”方向，始终把镜头对准群众，积
极为时代存照，努力为人民放歌。
二是江西文艺队伍要树立文化自

信、文化自觉，要努力创作出更多
更好的摄影精品，推出更多更优秀
的摄影人才，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摄影赣
军。要遵从艺术规律即“双百方
针”，不断创新，不断推动江西省摄
影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三是加
强协会建设，团结广大艺术家。省
摄协要坚持正确文艺方向，发挥自
身优势，履行好联络、协调、服务职
能，起好桥梁纽带作用，尤其要把
服务作为协会工作的生命线，不断
改进服务方法、提升服务水平、扩
大服务范围、拓宽服务渠道、增强

服务本领，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
社会、服务群众、服务会员。

大会总结回顾了自上届代表大
会以来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任务
进行了部署，审议通过了协会新《章
程》，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机
构。徐渊明当选新一届省摄协主
席，刘冬生、严美根、吴祖讲、汪小
毅、沈南、罗水长、郝正良、钟敏、夏
一军、郭佳胜、彭学平、廖国良、漆志
平、管华鞍 14 位当选省摄协副主
席。九江市摄协主席宋小勇当选为
常务理事，九江市摄协副主席陈杰、
罗匡龙、叶建华当选为理事。

本报讯（沈双武）6 月 3 日上午 10
时，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庐山创作基地
挂牌仪式在南昌民政庐山疗养中心隆
重举行，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
市摄协顾问燕平，江西省摄影家协会
常务理事、市摄协主席宋小勇，市摄协
副主席蔡杰、杨青、罗匡龙、梁建民，副
秘书长沈双武、李涛渊，常务理事杜新

隆、殷锡翔、詹毅，南昌民政庐山疗养
中心总经理李斌，以及来自九江市区
和庐山管理局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
近50人出席挂牌仪式。燕平、宋小勇、
李斌共同为创作基地揭牌。

仪式上，市摄协主席宋小勇还向
南昌民政庐山疗养中心总经理李斌赠
送了《伟大历程》摄影画册。

本报讯（郭建华 扈才汉）4 月 27
日∽29日，九江市摄影家协会 12人组
成的采风团，在中摄协会员徐开琳老
师率领下直抵赣州宁都县，和省内外
众多摄影人参与拍摄该县田埠乡东龙
村庙会，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丰富内涵，体味、记录、展示客家文化
活动别具特色的表现形式。

右图为在赣州宁都县采风合影。

叶建华鸟类作品
在《人民画报》发表

本报讯（宋小勇）中国国家画报《人民画
报》2012年第2期，以《红掌白羽 动静相宜》为
题，发表了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叶建华
的鸟类专题摄影作品4幅。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中心支行党委书
记、行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的叶建华，尽管工作
忙，但他还总是挤出时间深入到鄱阳湖、修水等
地，关注生态、拍摄国家级保护鸟类白鹤和中华
秋沙鸭等的生存状态，先后有36幅摄影作品在
全国、全省摄影艺术展览和各类比赛中获奖。

张国衡作品在全国
农民摄影大展获奖

本报讯（木力）6月5日，由中国文联、农业部
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农民摄影
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江西省摄影家协
会会员、九江市彭泽县摄影协会名誉主席张国衡
的《游牧生涯》获得纪录类优秀作品奖。

杨帆获“首届全国
生态作品大赛”优秀奖

本报讯（沈双武）4月 5日获悉，都昌县摄
影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帆的摄影作品《漂
亮妈妈》荣获 2011年度国家林业局信息化管
理办公室举办的“首届全国生态作品大赛”摄
影类优秀奖。

杨帆系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九江市
摄影家协会理事、都昌县地税局干部。有200
余幅作品曾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
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江西日报》《九江日
报》等主流媒体发表。

冷伍敏朱彼得
在全省摄影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木力）日前，由江西省政协办公
厅主办，江西政协新闻网和保利地产江西公
司协办的“庆祝建党九十周年——保利半山·
全省政协委员摄影大赛”评选揭晓，九江市修
水县政协委员冷伍敏拍摄的《中华秋沙鸭的
腾飞》、都昌县政协委员朱彼得拍摄的《鸟的
家园》获得三等奖，冷伍敏拍摄的《目送芳尘》
还获得保利文化创作奖。

“我的全家福摄影作品
展”评选揭晓

本报讯（木力）日前，由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中国银行江西分行、江西
电视台公共频道联合主办的“‘和谐江西 百年
中行 幸福万家——我的全家福’摄影作品展”
评选揭晓。九江有4幅作品获得了优秀奖，有
24幅作品入选。九江市摄影家协会获得“优秀
组织工作奖”。据悉，获奖作品还在省文联展
览大厅进行了展出。获得优秀奖的作者和作
品是熊敏宇的《骑马马》、蔡志平的《有朋自远方
来》、陶树新的《和谐农家》和《红色的记忆》。

杨青杨帆庐陵文化
旅游节影赛中获大奖

本报讯（木力）近日，吉安市青原区委宣
传部、区文联联合井冈旅游图片网举办了“第
二届庐陵文化旅游节摄影比赛”活动。邀请
了省内外 46 名摄影家及 10 名环球名模赴青
原参加摄影采风。

这次活动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青
获得1个一等奖和1个优秀奖，市摄影家协会
理事、都昌县摄影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帆
获得1个二等奖和1个优秀奖，市摄影家协会
特邀理事周云飞获得2个优秀奖。

中国摄影家协会重要人事变动
任命王瑶为秘书长高琴为副秘书长
李前光不再担任秘书长职务
解海龙不再担任副秘书长职务

本报讯（据中摄协网消息）5月16日，中国摄
影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在中国摄协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书
记、驻会副主席王瑶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国摄协正副秘
书长的决定》。任命王瑶同志为中国摄影家协会
秘书长，任命
高琴同志为中
国摄影家协会
副秘书长。李
前光同志不再
担任中国摄影
家 协 会 秘 书
长 职 务 。 解
海 龙 同 志 不
再 担 任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副 秘 书 长 职
务。

江西省第五次摄代会在南昌隆重召开
徐渊明当选新一届省摄协主席

宋小勇当选为常务理事 陈杰罗匡龙叶建华当选为理事

6月10日，参加江西省摄影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九江全体代表合影。 （秦洪渊 摄）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庐山创作基地”挂牌

图为燕平、宋小勇、李斌为创作基地
挂牌揭幕。 （沈双武 摄）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九江市摄影家协会
采风团赴赣州采风采风团赴赣州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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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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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作品的命题较准确，人物的眼
神及表情和丰富的光影，特别是百叶
窗帘在光线照射下形成特定效果，提
升了命题内涵，如果画面右侧百叶窗
帘下方增加一件盆景或饰物，或者去
掉过多的背景镜框会更加突出主体。

梁建民/点评

模特经济已成为一种特殊且较有效的商业驱动力，“家
居模特”更是全新概念，强调的是模特与家居的和谐。十几
名模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天马家居城秀出性感娇艳的
身段，展现温婉贤淑的气质，与品牌融为一体，结合产品特性
做出各种情景化展示，尽情演绎出了“人居和谐”的文化品
位，展示了天马建材家居城服务理念和人文精神。

由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办，九江市家居行业协会、九江
市装饰材料行业协会协办，天马建材家居城承办的九江市

“天马首届家居模特”摄影大赛评出了获奖作品，本版点评的
是获得等级奖的作品。

时尚家居 秀出魅力

▲点评：是一幅很好的
商业片，构图稳健，明
亮、轻盈、活泼，静动结
合，模特及红色小褂抢
眼，景深运用的很好；但
主体位置过于居中。

起舞弄清影（一等奖） 杜兴隆 摄

点评：作者捕捉人物表
情很到位，运用大光圈拉
开主体和其他杂物的虚实
距离，面部光影层次丰富；
突出了主体，画面干净，如
果右上方的装饰物再压暗
些就更好。

▶

自信（二等奖） 景如松 摄

▲点评：作者运用了独特的视角，使画面干净，构图简洁，具
构成美；同时利用黑白灰色调烘托暖色调的主体，突出了主
题。但模特的表情似乎差了一点。

温馨鸟巢（二等奖） 汪瑞浔 摄

▶点评：这是一幅比较成功的
家居广告作品，蓝色的影调映
托出家居的优雅、恬静；暗部隐
去杂乱的东西，突出主题；吊
灯、床和地上随意放置的鞋使
画面构图平稳和自然，如果模
特的头部略有些顶光就更好。

蓝之媚（三等奖） 李宪明 摄

▲点评：作者把人物主体构图黄金点
上，脸部微侧，向右，加上右侧有饰物
呼应左侧使画面平稳均衡。画面背景
暗部的几何横物光影向两侧延伸都是
不可缺失的；如果有一束弱光在人物
背景略斜处出现，可能画面会更美。

思守（三等奖） 杨利军 摄

女人花（三等奖） 杨向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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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语言的真实性与不确定性
孔翔云

三
（接上期）还有一种观点，似乎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摄影带来的
是一大堆“不确定性”，诸如 ：“图象
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在摄影媒介
的自身形式上越来越自觉的意识到
并感受着种种不确定因素”；“影响
着我们的观看方式，因此显得那么
不确定”；“前期拍摄的最基本的技
术性标准的出局”；“依然面临着传
统与现代纠缠扭结的不确定性”等
等。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多愁善感”
还是一种“幸灾乐祸”，似乎高科技
的滚滚车轮要将摄影的真实性碾个
粉碎，摄影是个“寓言”的“本来面
目”将要暴露无遗。

事情果真如此吗？当一些人还
在自己新编的“寓言”里尽情陶醉之
时，摄影却在读图时代里昂首阔步、
理直气壮地前行。君不见，正是科
技的魅力，让我们适时看到了杨利
伟遨游太空的勃发英姿，看到了月
球表面的奇异地形；正是科技的魅
力，让北京暴雨成灾地铁四号线的
瀑布图象能适时采集，一夜之间传
遍全国全世界；也正是科技的魅力，
使照相机变得越来越易于携带和使
用，从大师的殿堂走进了千千万万
个寻常百姓的家中。从静态平面到
电视画面到网络平台，哪里不能一
次又一次地看到摄影的身影？因为
新材质、新技术的出现而带来的“前

期拍摄的最基本的技术性标准的出
局”并不是一种悲哀，并不意味着摄
影从此要走下坡路，而是一种可喜
的升级换代。当年给慈禧太后拍照
时，因曝光时间很长，不可一世的老
佛爷也不得不听从摄影师的摆布端
坐不动。后来这种技术性标准“出
局”了，摄影因此又前进了一步。

“传统与现代纠缠扭结的不确
定性”也并不是一种悲哀，也并不意
味着传统的终结。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传统与现代会并驾齐驱共存一
宇，“纠缠扭结”只是它们相互关系
的一个侧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传
统和现代也都会不断发展变化。今
天的传统在几十年前的人看来是现
代的；今天的现代在几十年后的人
看来也可能变成传统。半个多世纪
前，超现实主义摄影致力于人类先
验的探索，力求突破传统理性的束
缚，让传统与现代的“纠缠扭结”变
得何等激烈。用超广角镜头靠近人
体拍摄而出现的大手大脑壳，用长
时间曝光拍摄的繁华城市夜景，街
道变成了彩色的河流，这一切曾经
引起过多少人的惊叹。如今却变成
了约定俗成的摄影语言符号，习以
为常。被一些人奉为当今“最现
代”、“最前沿”的观念摄影，以反传
统为能事，在中国虽还“方兴未艾”，
但在西方已经鼓噪了几十年，至今
也未见其将传统摄影取代掉。传统

摄影照样大行其是，上九天揽月，冒
战火硝烟，赴灾害现场的摄影师何
其之多！因此，用不着太在意这些

“纠缠扭结”。
高科技也会带来真与假的新的

“纠缠扭结”——数码和电脑技术使
摄影造假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的确
可恶，但也并不可怕，并不足以撼动
摄影的真实性地位。高科技不是也
使货币造假变得越来越容易，使各
国大受其扰，但各国的货币还是照
样发行。高科技也使文凭和论文造
假变得越来越容易，但真文凭还是
照发，真论文还是照写。关键是采

取措施，识别造假，杜绝造假。事实
上，高科技造假往往会遇上高科技
打假。2011 年 6 月 28 日和 30 日，
《青岛早报》先后两次刊登了揭露四
川会理和山西寿阳两个县政府网站
ps合成新闻照片，玩人物“悬浮”的
报道，两次都是在网上被迅速揭露，
并得到及时纠正的。有趣的是，从
某种意义上讲，造假照片也具有真
实性的一面。这是因为，在照相机
看来，它所面对的被摄对象都是真
实的，没有虚假的。真和假是人的
判断，人认为被摄对象是真实的，照
相机会将它真实的形象记录下来；
人认为被摄对象是虚假的，照相机
也会将这虚假的形象真实地记录下
来。正是这类虚假的真实形象，常
常成为揭露造假者的有力证据，只

不过有的立刻被揭露，有的需要假
以时日罢了。

总之，摄影语言的真实性与不
确定性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
当你将摄影语言应用到新闻、纪实、
科研、宣传等领域时，使用的主要是
它真实性的一面；当你将摄影语言
应用到艺术、广告等领域时，使用的
主要是它不确定性的一面。

现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摄影
是以其真实性优于绘画而得到广泛
应用和蓬勃发展的，以至于一说到摄
影，一些人便把它与真实等同起来，
排斥艺术摄影的正当性；而另一些人
则利用艺术摄影的夸张和虚构来攻
击摄影的真实性。这是长期以来关
于摄影真实性争论不休的症结所
在。上面谈到的一些对摄影语言的
不确定性的误解，也是不幸落入了这
一泥沼。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
摄影进行恰当有序的分类，制定出各
类摄影语言的较为详细的语法。不
过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长期过程，不
可能一蹴而就。现在从全国到地方
各类影展对参展作品的不同分类，仅
仅是这一工作的可喜开端。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

黄河休闲旅游摄影展举行
本报讯（张鹏飞）近日，由九江市摄影

家协会主办的“黄河休闲旅游摄影展”在富
豪家私红木·办公家具展示厅举行，展出时
间为一个月。

黄河 1943 年 7 月出生，从 1962 年开始
喜欢上摄影，曾经从事过刑事侦察摄影。
退休后摄影成了他一项快乐的事。

九江农村土地整治摄影
比赛评选揭晓

本报讯（刘宇）由九江市国土资源局、
九江市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九江市首
届‘国土杯’农村土地整治摄影比赛”共收
到投稿近 400幅（组）作品，经评委评选，孙
文的《金色希望》获得一等奖；蒋德先的锦
绣大地、胡国林的《夏至农忙》（组照）获得
二等奖；陈世文的《土地整治绘新貌》、柯斌
的《新洲土地治理》（组照）、蒋德先的《瓜果
飘香》（组照）获得三等奖。曹礼鹏、蔡志
平、李诗彪、方乐新、罗匡龙、张国衡等 6名
作者的作品获得优秀奖；徐海林等8位作者
的作品获得入围奖。

市摄协举办网络摄影比赛
颁奖和摄影讲座

本报讯（沈双武）5月11日晚，九江市摄
影家协会在九江日报社三楼会议室举办九
江摄影网第三期网络摄影比赛颁奖和摄影
专题讲座。

在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九江市
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九江日报社摄影部主
任蔡杰运用现代多媒体投影仪，作了题为
《摄影艺术漫谈与作品赏析》的专题讲座，
并为大家点评了第23届国展获奖的优秀摄
影作品。

在讲座开始之前，市摄协领导和九江
摄影网版主先后为九江摄影网第三期网络
摄影比赛的获奖作者进行了颁奖。

另，5月9日和5月13日，蔡杰还到修水
县、瑞昌市进行摄影讲座。

彭泽“走进春天”
摄影大赛颁奖

本报讯（木力）日前，由中共彭泽县委
宣传部、彭泽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彭
泽县摄影协会承办的“走进春天”风光摄影
大赛（后为了扩大范围，改为“大美彭泽”摄
影大赛）评选揭晓，李劼的一组风光照片
《龙城明珠》获得一等奖，张宝松的《板龙闹
春》（组照）、张国衡的《穿越黄金地》获得二
等奖，张国衡的《湖光靓影》、张立新的《新
农村》（组照）、徐海林的《建设中的彭泽核
电》（组照）获得三等奖，李涛渊的《放飞梦
想》等20位作者的作品获得优秀奖。

6月14日，颁奖仪式在县城中心广场隆
重举行。参加影展和颁奖仪式的领导有：
中共彭泽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孙
金淼，县委副书记、县长宁小球，县委副书
记周三连，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骏，县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唐达义、县政府副县长邵
春霞、县政协副主席欧阳爱国，九江日报副
总编、九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宋小勇，九江
市摄协副主席蔡杰和相关领导等。

庐山区“安全发展杯”
摄影比赛揭晓

本报讯（桂剡高）由庐山区文联、庐山
区安监局、庐山区摄影协会共同举办的“庐
山区‘安全发展杯’摄影大赛”，历时近两个
月。全市有 206 人报名参赛，共收到 51 人
投稿，参赛作品 420幅。经评审组评审，田
小元的《应急避险大演练》（组图）获得一等
奖；周继根的《交警指挥》、杨军的《安全始
于架子工》获得二等奖；周红军的《共筑安
全防线》、张海岩的《丝丝精细》、蔡志平的
《车祸猛于虎》获得三等奖；江国英、张相
敢、田小元、欧阳建生、张相敢、詹毅、殷逢
春、吕柄火、吴国桂等作者的作品获得优秀
奖。

本报讯（沈双武）去年 3 月，中国摄影家
协会会员、江西九江摄影家林魂发现杭州网
发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其网站（全游网
www.3608.com）上未经其许可，擅自使用其拍
摄的12幅鄱阳湖珍稀候鸟写真图片，遂以侵
犯其著作权为由，将该公司和网站告上法
庭。日前，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调解，林魂胜诉获赔3万元。

林魂长期从事鄱阳湖野生动物的拍摄。
2011年1月中旬，他在被告网站“全游网”上，
发现有 12 幅原告的摄影作品在未被告知的
情况下由被告擅自使用，作品未署作者姓名，
而且每幅作品均打上了被告网站“全游网”的
LOGO 标签。林魂认为，这显然是严重的侵
权行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在其网
站（全游网）上对原告摄影作品的侵权行为；
在其网站上公开向原告道歉；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共计13万元。林魂表示，野生动物摄影
是一项充满艰辛和危险的工作，作者为此付

出了高昂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更是无法用
金钱衡量。这 12幅作品中有 6幅曾在国际、
国内的摄影大赛中获奖和入选，是作者的摄
影精品。为此，原告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和
2011年2月22日，先后两次申请九江市赣北
公证处对以上侵权网页进行了证据保全公
证。原告持有上述 12 幅作品的原始底片作
为版权所有的证据。

本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审理，确认被告杭州网发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擅自使用林魂摄影作品行为侵权，一审
判令被告在杭州日报和九江日报向原告林
魂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3万元。被告杭州
网发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经调解，双方达成
调解协议，维持原判中被告赔偿原告林魂经
济损失 3万元，在杭州日报和九江日报向原
告林魂道歉改为在被告网站全游网上向林
魂道歉。

本报讯（陈琳）备受媒体关
注的、本报 3 月 31 日第三版曾
经报道的“庐山佛光”著作权侵
权纠纷一案，在九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了谅
解，原告向法院提出了撤诉。在
主审法官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
下，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

原告秦永言系庐山综合垦
殖场的退休职工，今年 67岁，平
时业余时间爱好摄影和摄像，
2009 年在一场雪后次日和摄友
一起到庐山花径公园周围拍摄
雪景，摄有一段美轮美奂的“佛
光”视频影像，被庐山电视台采
用。此后庐山电视台未经秦永
言授权，将含有该段摄影的录像
资料制作参评新闻短片，该短片
获当年江西省优秀广播电视新
闻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庐山电
视台事前未经原告秦永言授权
也没有署秦永言的名字，事后获
得多项奖项也未通知原告。秦
永言发现此事之后，十分生气，
多此与庐山电视台进行交涉，但
是结果总不尽人意，2012 年 2
月，秦永言诉之九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由于该案是江西省法院
受理的首起视频资料知识产权
类的著作权侵权案件，受到了社
会公众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考虑到该案特殊性，也为了
社会和谐发展，主审法官针对当
事人的情况，和双方当事人多次
进行沟通，耐心地做当事人的工
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主
审法官明理晰法下，庐山电视台
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诚心向秦老
表示歉意，在经济上也做了适当

补偿。秦永言看到庐山电视台的诚恳态度，表
示接受对方的道歉，同意法官的调解方案。秦
永言于 2012年 5月 7日向法院提出撤诉，法院
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双方握手言和。

“鄱阳湖珍禽写真照”纠纷
林魂维权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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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候鸟 林 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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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摄影家赴赣州采风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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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从天降》 杨 军 摄

《邻家添丁送贺喜》 詹 毅 摄

《祈福》 扈才汉 摄

《祭典盛事—菩萨出行》 李万根 摄

《殊途》 张项理 摄

《东龙村庙会》 陶建平 摄

《客家娃》 郭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