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陈敬瑞）11 月
25日，由佳能（中国）有限公
司主办，九江巍然数码公
司、九江市摄影家协会承办
的佳能摄影大篷车九江站
活动在九江山水国际大酒
店举行，本次活动特别邀请
了著名人文地理摄影家周
梅生老师举办了一场精彩
的“最美青海”讲座。

市摄协对本次活动高
度重视，通过网站、论坛、

短信、QQ 群等多种
方式通知各位影友，
组织了摄影爱好者

听课，300 多名摄影爱好者
参加听课。在活动现场，
摄友们热情高涨，整个会
议室座无虚席，影友们不
但现场体验了佳能系列相
机、模特试拍、现场打印等
摄影的全过程，还参加了
现场抽奖活动，主办方为
广大影友提供了丰厚礼
品。在活动中，主办方还
安排了模特现场拍摄及单
反器材展示。周梅生在讲座中。（扈才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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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双武）11月25日上午，由中共萍
乡市委、萍乡市人民政府和江西省文联、省摄影
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江西省第二届摄影艺术节在
萍乡市秋收起义广场隆重开幕，在 3 天的时间
里，80 多个摄影专题展、1500 多名摄影家的
4000多幅摄影精品，为广大群众奉献了一场视
觉恢宏的饕餮盛宴，秋收起义广场变成影像的
海洋。据悉，这是江西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
高、活动最多、影响最广的摄影盛会。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陈安众，省政府党组成员、顾问、省摄影家协会
名誉主席孙刚，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朱英培，
中国摄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高琴，省
文联党组书记汪天行，省文联副主席鄢平原，萍
乡市委书记刘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卫民等
为开幕剪彩；萍乡市委副书记颜赣辉，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黎德廉，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彭艳萍，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
学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祥军，副市长亓丕

华、市政协副主席陈朝清，市政府秘书长李德雄
及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周边兄弟省市摄
协负责人和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新闻记者参加
了开幕式。

陈安众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高琴代表中国摄协，陈卫民代表萍乡市委、市政
府和 187 万萍乡人民，汪天行代表省文联分别
对艺术节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九江市摄协对这次艺术节高度重视，市摄
协主席宋小勇、副主席杨青，副秘书长沈双武、
蔡少敏率影友参加或提前到萍乡布展、为影友
做好接待、服务工作。通过精心组织，包括庐山
摄协、修水摄协、武宁摄协、永修摄协、德安摄
协、九江电厂摄协、职工摄协在内的基层摄协组
织和市直单位的摄影爱好者共 80 余人参加了
这次活动，是参加人数最多的设区市之一。通
过参观展览，他们普遍认为收获不小，开阔了眼
界，对今后摄影艺术创作大有帮助。艺术节上
九江展出的作品有《九江秀色可揽结》（综合
展）、《无限风光在庐山》《修水国宝——中华秋

沙鸭》《重温九江抗洪历史 再现军民堵口风采》
《闪光的风采——国电九江发电厂专题》《生态
共青城》《青藏高原》等专题，包括九江作者的作
品参加江西省第七届青年摄影艺术展、江西省
风光摄影协会的《风光摄影展》等展览，在艺术
节上共展出九江作者作品 270 余幅，展出专题
和作品是全省设区市最多的市之一，成功地推
出了一批新人新作。

在开幕当天，还开展了萍乡民俗文化精髓
——傩舞、缩龙表演、傩面具雕刻演示、“金像影
视”人像模特走秀和摄影器材试拍等活动。同
时，中国首届金像奖获得者、著名风光摄影家于
云天和我省著名摄影家宫正、青年摄影家肖戈
等就风光摄影创作等进行专题演讲，并与广大
影友“面对面”进行广泛交流。在“百名摄影家
百幅作品进百户农家”文化公益活动中，100名
优秀摄影家还分赴麻山镇幸福村和城郊管委会
略下管理处向 100 户村民赠送摄影精品，让高
雅艺术品“飞入寻常百姓家”。九江庐山摄协的
李延国、朱玉善等也在其中。

本 报 讯（宋小
勇）经江西省摄影家
协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召开的“入会资格
审查委员会”审核，
再征求主席团成员、
各地市摄协主席的
意见，有 66 位申请
加入江西省摄影家
协会的申请人符合
入会条件。其中九
江有 9位。他们是：
胡群科、郭炳、李春
玲、唐晓天、余革新、
陶树新、高波、郭水
生、刘小矛。

王瑶全票当选为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本报讯讯（据中摄协网）12 月 9 日，中国
摄影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远望
楼宾馆隆重开幕。在 12月 10日的中国摄影
家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
瑶以全票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悦、
王文澜、王达军、邓维、李舸、李伟坤、李学亮、
李树峰、张桐胜、罗更前、索久林、雍和当选为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外国友人参观摄影展

蔡志平作品获全国
群众摄影展铜奖

本报讯（木力）12 月 18 日，由文化部、浙
江省文化厅主办的“2012群星璀璨·全国群众
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在宁波开幕。九
江作者蔡志平的作品《鄱湖风电》获得摄影类
铜奖。

熊明宇《祥龙迎瑞》
入选国际摄影交流展

本报讯（木力）日前，从上海传来喜讯，九
江市公安局浔阳区分局治安巡防大队大队长
熊明宇创作的摄影作品《祥龙迎瑞》入选上海
第十一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交流展。据悉，
熊明宇创作的另一幅摄影作品《警民一家亲》
在今年公安部主办的“警为民-民拥警”故事
主题征集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章劲作品获中国人民
银行摄影比赛二等奖

本报讯（詹毅）日前，在中国人民银行举办
的喜庆“十八大”摄影比赛中，中国人民银行九
江市中心支行摄影作者章劲（网名：大力）拍摄
的《拨云穿雾》获得此次比赛的二等奖。

九江在“鄱湖明珠·大
美共青”影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木力）由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共
青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鄱湖明珠·大美共
青”全省摄影大赛 10 月 29 日评出金奖 1 名、
银奖 3 名、铜奖 6 名、优秀奖 20 名及入选作
品 100余名。

九江作者在这次摄影赛中取得好成绩：
刘照龙的《锦兴纺织》获得银奖；宋家清的《希
望之城》、曹礼鹏的《鄱湖珍禽小天鹅》（组
图）、王黎明的《南湖大桥》获得铜奖；王先明
的《荷塘鸥影》、曹礼鹏的《鄱湖之秋》（组图）、
刘小矛的《纵向鸭鸭》和《竹竿下的千军鸭
鸭》、刘礼峰的《高尔夫别墅》获得优秀奖；刘
志坚、杨牧青、杨行山、刘小矛、刘照龙、刘礼
峰、孙柱梁、王俊、宋家清、黄伟、曹礼鹏、张
祖和等作者的多幅作品获得入选奖。

江西省第二届摄影艺术节隆重开幕
九江摄协组织80余位影友参加

11月25日上午，江西省第二届摄影艺术节在萍乡举行，图为影展现场。 （宋小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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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在共青参加首届国际名湖大
会的外国代表参观“大美鄱阳湖”书画摄影
系列展。 （陆建珠 摄）

资深摄影家周梅生应邀来九江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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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客进警营
宋小勇/点评

拍客并不是摄影技术高的人群的称呼，做拍客是一种眼界，是一
种积极、主流、社会公德的态度。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一个无处不在
的镜头，记录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然后将拍到的一切发布到网络上
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就是被称作“拍客”的人。

为庆祝九江新闻网—九江论坛《浔城警事E点通》版块开办一周
年，九江市公安局举办了“拍客进警营”摄影比赛，历时 1 个多月，拍
摄对象有交警、特警、刑警、巡警、水警、消防警等多警种，生动地记录
了公安工作和民警工作生活状态。本版刊发、点评的是获得等级奖
的作品。

点评：画面选择了九江长江大桥作
为背景，这样就交待了“九江元素”；选择
了蓝天、白云，这样就增加了画面的美感；
两只巡逻艇披波斩浪由东向西驶去，留下
的白色浪花，给人以速度、威武的感觉，可
以给违法犯罪分子起到威慑的作用。

▶

▲点评：以前我们看交警搀扶着老人过马路正面的形象比较多，这张
主要突出的是两个背影和一辆公交车。表现手法上与以往有点不一样。
与正面拍的相比，人们更相信这是真的，而不是摆拍的——假的。

点评：画面表现的是警察训练的场
面。作者通过仰视的角度来反映人物形
象高大、威武。对训练动作也有夸张的作
用。腾空的动作与站在场地上观看人比
较，感觉高很多。但主要人物一只手没有
显现出来，感觉像个残疾人。

▶点评：画面现场感非常强。有动、有静，动静
结合。对于突发事件，能否把现场抓拍到，这需要
一定的基本功。拍客遇到突发事件时，首先要考
虑的是想办法拍下来。如果有了再拍的机会，再
来考虑构图、用光、人物表情、环境交待的事。

▲ 点评：发生轻微互碰事件，在民警
的耐心调解下，当事人转怒为喜。画面
主要人物突出，特别是人物表情抓得非
常到位。肢体语言与眼神配合得恰到好
处。几个看热闹的人视线也是在关注事
件的当事人，突出了事件中心。

▲点评：画面表现的是雅格泰交通路
口女子交警工作之余开怀大笑的镜头。6
个年轻的女交警尽管工作是比较辛苦的，
但通过照片那 6 种不同姿势的笑，让人感
觉得了他们是“工作且快乐着”的。透过

“仿佛能听见笑声”的照片，让我们也感受
到了女子交警之间一种团结、友爱、乐观、
开朗、向上的精神姿态。

▶

《背影》（三等奖） 拍拍羊 摄

《开心一刻》（二等奖） 四季美 摄

《母亲河的守护神》（三等奖） 老糊涂 摄

《神兵天降》（三等奖） 浔阳唱晚 摄

《羞郝》（一等奖） 江南柳月 摄

《空中飞人》（二等奖） 木 林 摄



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于独到的发现，摄影
艺术的美，是摄影家的发现和创新的结晶。摄
影者只有通过对被摄事物的精确观察，运用自
身的知觉、智慧和情感,以宽广的思路和多维视
角，在发现和创造中获得独特的艺术感知,并借
助于摄影器材和技巧，才能拍摄出独具特色的
艺术作品，才能给欣赏者呈献出一幅幅具有艺
术感染力和优美视觉效果的艺术美感画面。

在数码摄影时代这一点体现得更充分、更
明显。如果说胶片时代摄影技术更侧重于拍摄

技巧和胶片冲印技术，那么
数码时代摄影技术则更多的
是构图和截取美好的片断，
后期处理更是对美的发现和
创造。即时显示拍摄图像、
随意删除不满意的照片，拍
摄参数可试探性调整，拍摄
技巧重要性降低。相机强大
的功能使拍摄者即使用自动
功能也可以拍出完美的图
片，只要构图选得好。方便
的后期处理使调整照片效果
更加方便易行，剩下的就是
对照片美的评判，以及怎样
设置画面更美。

下面我就自己拍摄的二
副照片谈谈我的创作体会。

《书香》一副简洁、线条优美明朗的作品拍摄
于2007年，当时在家中翻阅《中国摄影》杂志，翻
阅中我突然发现书页翻过的那一瞬间产生优美
的线条感，于是就动手琢磨拍一幅表现线条简洁
明朗关于书的作品，书本中不仅散发出浓浓的油
墨香味，更散发出知识的源泉，让你在书的世界
里体会阅读的快乐，吸取宝贵的知识。

《书香》的创作首先将书本根据作者的意图
折出美丽的图案放在有反光体的茶色玻璃上，
背景采用黑色背景，可以用孩子学画画用的黑
色卡纸，在书的二侧各放一盏闪光灯，尝试不同
灯位多拍一些，一幅线条优美、画面简洁的作品
就产生了。

《蓝色的梦》这幅作品也是在室内完成的，
但它比《书香》的创意、构思、拍摄等更具难度。
此作品拍摄于 1993 年胶片摄影。当年有一家
生产通信光缆线的企业拿着这些线要求拍一幅
该产品的宣传海报片，要求：创新、科技、向上。

接下这个活，看着这些软软的线，几天都在苦思
冥想怎么样才能拍出“创新、科技、向上”？经过
几天构思开始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知道通
信线是软的，如何要它挺立起来？这是一件有
难度的事（1993年根本没有电脑后期制作），于
是我想到了透明的胶水，先将通信线放入胶水
里，待它快干涸时拧成现在画面中这样的形状，
待完全干涸后便可以竖立起来，背景也是采用
全黑色的背景，蓝色代表科技的意思，在背景上
剪出个圆孔附上舞台用的蓝色玻璃纸，周边的
小孔散发出星星光芒，也是这样布置的。本片
分 8次曝光完成，一幅创意片《蓝色的梦》就是
这样完成的。

（作者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九江市摄影
家协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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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的本质是发现美创造美
詹 毅

九江市巍然数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公司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大中路太平洋电脑城A205室。主要

从事数码相机、摄像机、摄影器材分销、零售及维修各项业务。

公司是佳能(CANON)、索尼（SONY）、尼康（NIKON）、松下（PANSNIK）等品牌摄影器材核心分销商；

东芝、闪迪（SANDISK）、金士顿（KINGSTON）、品胜九江市总经销；

ASK、夏普、三洋、索尼（SONY）、松下（PANSNIK）投影仪核心分销商。

武宁开展“移民风采”采风
和“走进秋天”摄影比赛

武宁讯（蒋德先）为进一步反映移民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的变化，充分展示移民项目建设、干
部风采、群众面貌、自然风光和移民工作辉煌成
就，激发协会会员创作灵感，9月 27～28日，武
宁县摄影协会组织部分会员，在该县的罗坪和
杨洲两个乡镇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移民风采”摄
影采风创作活动。

10月7日下午，武宁县摄影协会举行“走进
秋天”摄影比赛启动仪式。本次比赛征集作品
要求在 2012 年拍摄与秋天有关的人、事、物、
景，内容健康，有一定艺术欣赏价值的单幅照片
或组照。

德安启动“喜迎十八大
城乡建设看变化”摄影大赛

德安讯（宋家清）9月29日，德安县启动“金
地国际杯”喜迎十八大城乡建设看变化摄影大
赛，来自全县的40多名摄影协会会员和摄影爱
好者参加了启动仪式。此次大赛由德安县文
联、县摄影协会和江西博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历时一个多月，评出一二三等奖和
优秀奖若干，并举行优秀作品展。

庐山区“创业促就业”
摄影大赛评选揭晓

庐山区讯（桂剡高）11月 8日，由九江市摄
影家协会，庐山区人劳局、就业局、摄影协会组
织的“庐山区‘喜迎十八大 创业促就业’摄影大
赛”评选结果揭晓。

本次摄影大赛自10月13日开拍以来，参赛
人数 107 人，投稿人数 73 人，收到作品 402 张
（其中单照 321张，组照 81张）,经评审，田小元
的《小额贷款促创业就业》（组照）为一等奖；华
林娜的《巧手织未来》、潘立的《创业贷款出硕
果》（组照）为二等奖；李定华的《养猪能手》（组
照）、周继根的《小额贷款带出服装业》（组照）、
江国英的《贷款促进种植业》（组照）为三等奖。

九江市巍然数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杨保、总经理迟荣国携全体员工

祝全市广大摄影朋友新年快乐！

《蓝色的梦》 詹 毅 摄

《书香》 詹 毅 摄

董事长 余杨保

推介新产品

做好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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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组照） 张项理 摄

《长江丽湾》 纪德文 摄

《古宅吹进时尚风》 陶剑平 摄

《鸟瞰甘棠夏如画》 陈敬瑞 摄

《鄱阳湖日出》 李定华 摄

《中华秋沙鸭》 冷伍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