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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摄影家协会开展“春节摄

影进万家”活动

丽水市摄影家协会成立金融摄影

分会、教育摄影分会、体育摄影

分会

本刊讯（王瑀）为积极响应中国文联和浙江省文联发

起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倡议，2021 年春节期

间，丽水市摄影家协会、莲都区摄影家协会、龙泉市摄影家

协会、云和县摄影家协会、庆元县摄影家协会、青田摄影艺

术学会、丽水市摄影家协会工业分会、金融分会、青年分会、

老年分会、教育分会、丽水学院教职工摄影分会，分别来到

各县市区的工业企业、街道社区、大学校园，开展“留在丽

本刊讯（王瑀）2021 年 1 月 15 日，丽水市摄影家协

会召开七届二次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丽水市摄影家协会金融

摄影分会、教育摄影分会、体育摄影分会三个筹备组提交的

本刊讯（王瑀）为全面推进丽水国际摄影名城建设，

充分挖掘丽水摄影文化资源优势，促进丽水影像数字产业发

展，2020 年，“丽水影像数字中心”通过立项、招标评审，

视觉 ( 中国 )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被确定为项目建设

单位，2021 年 1 月项目建设启动。

视觉中国是国内最早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版权视觉

内容服务的龙头企业，2016 年该公司收购全球知名图片

品牌 Corbis，2018 年收购并经营全球领先的摄影师社区

1丽水影像数字中心项目建设启动
500px，并与 Getty Images 等海外合作伙伴建立双向紧密

合作。目前该公司的综合实力和图片资源拥有量在同类型企

业排名中位居全球第三。2020 年底，视觉中国在丽水注册

成立分公司，并着手项目平台的基础技术框架搭建。

根据建设要求，项目依托“视觉中国”技术服务体系、

版权运营体系和全球数字图片交易资源平台，构建丽水独有

的政府影像资源管理平台、摄影师活动和官方资讯发布平

台、摄影产业延伸平台三大功能。平台建成后将实现丽水影

像资源和信息资讯整合、政府影像数据档案统一管理，并将

图片生产渠道和产业渠道进行连接，实现图片产业链一站式

线上服务，从而实现影像产业数字化赋能，推动丽水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水过大年  摄影新春进万家”系列活动，为留在丽水过年的外

来务工者、环卫工人、校园学子送春联，拍摄全家福、合影照、

纪念照，带去摄影人的关心和祝福。

申请报告，同意成立丽水市摄影家协会金融摄影分会、教育

摄影分会、体育摄影分会。自此，丽水市摄影家协会已有 9

个县级团体会员单位和松阳原点影会、青田艺术摄影学会、

华人华侨摄影分会、青年摄影分会、老年摄影分会、女摄影

家分会、工业摄影分会、农业摄影分会、商业摄影分会、交

通摄影分会、公安摄影分会、卫计摄影分会、残疾人摄影分

会、丽水学院分会、好摄影俱乐部等 18 个行业团体会员单位，

共拥有 27 个二级分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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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 年 4 月，由缙云县委宣传部和缙云县文联主办的缙云摄影工作坊正式开班。培训班邀请中国摄影家协会

理事及策展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培权担任导师，傅为新、谭秋民、王华平担任教学辅导，以统一授课、

分班辅导、制度化管理的形式，开展了为期 8 个月的集中培训和主题创作，共有 15 名缙云本土摄影师参加培训。经过半

年多深入学习，学员的创作理念得到极大转变和提升。后期创作阶段，学员们在导师分头带领下深入一线，扎根生活，围

绕缙云的生态环境、地域文化、城市发展、乡村变革、时代发展、行业领域探索、艺术美学感知等方方面面，以传统摄影、

新纪实摄影、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等多种形式，创作出一批角度新颖、观念更新、手法多样的优秀作品。

2021 年 2 月，“石生花——缙云摄影十五人联展”在丽水摄影博物馆开展。展览筹备期间，导师团队对每位学员的作

品都作了认真筛选和辅导，为后期呈现作了精心策划和设计，所有参展摄影师也体现出较高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本次

展览既是缙云本土地域风貌和社会人文的立体呈现，也是以缙云为代表的丽水摄影群体对摄影艺术锲而不舍、寻求突破、

绽放自我的一次集中亮相，故名“石生花”。本期栏目刊出展览的部分优秀作品。

作者自述：大洋石花所展示的内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所创造的艺术奇葩，作品

中的石花，地处旖旎的大洋水库景区往槽头抽水蓄能电站的路边，多年前因开山筑路

偶然惊现了这一美不胜收的奇异景象。据分析，这些石画是上古地球造山运动，使海

平面上升，大自然的神奇力量让远古的花䓍以化石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现在得

以一睹远古花草的那一瞬芳容。在平滑的岩层表面，隐现有形态各异、婀娜多姿的多

种花䓍，有如处子般安然娴静的，有似随风摇曳搔首弄姿的，还有呈争相绽放不甘人

后之状的，如一幅幅千姿百态的水墨花鸟画，尽情地诉说大自然的神奇伟力。

石生花——缙云摄影十五人联展
优秀作品选登

黄秋慧：大洋石花

缙云摄影十五人联展
JINYUN GROUP 
EXHIBITIONS 
FOR 15 
PHOTOGRAPHERS
展览时间 Duration

2/5-4/25 2021

 Curator 策展人

 Wang Peiquan 王培权

 Executor 展览执行

 Fu Weixin 傅为新

 Wang Huaping 王华平

 Tan Qiuming 谭秋民

 Wu Hongcheng 吴红呈

   Photographers 摄影师
( 按姓氏笔画排序 )

Tian Libiao 田利彪

Zhu Liping 朱礼平

Jiang Haoyuan 江浩源

Zhang Yuting 张雨婷

Zhang Zhizhong 张志忠

Yu Hua 郁    华

Jin Xiaozhong 金晓中

Xia Haojian 夏浩坚

Huang Qiuhui 黄秋慧

Zhang Xun 章    勋

Lan Yonglin 蓝涌淋

Lou Jiaojiao 楼皎皎

Yu Bohan 虞博涵

Qian Chu 潜    楚

Pan Weixin 潘伟新

主办单位 Organizer

中共缙云县委宣传部 

缙云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PC Jinyun County Committee 

Jinyun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展览地点 Venue

丽水摄影博物馆 Lishui Photography Museum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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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天地、一城一风光”，近年来，丽水市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丽水之干”

担纲“丽水之赞”，创新实干、多措并举，推进全域旅游多元发展。生态环境、全域全景大美格局正逐渐地丰润，乡村振

兴激发了全域旅游新活力，全域旅游助推着乡村新发展，正值“互联网 +”时代，网红经济、绿色经济蒸蒸日上。丽水，

正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既定重点任务为目标，谱写着一幅幅美丽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夏浩坚：乡村网红经济

2020 年 7 月，缙云笕川花海

2020 年 7 月，缙云官店村印象婚礼基地

2020 年 8 月，丽水黄村碧水湾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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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身体或思想，总要有一个在旅行，生活从不只是眼前的灯红酒绿，还有诗和远方。

多年来，我在寒暑假的空闲时间游览过二百余个城市和景区。旅途路上，走进大千世界，漫步于厚重的古城与小弄，

还有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老地方……认识不同的人与风景，记录他们最本真的美，让一切无声有声的事物，在喧嚣的红尘中、

浮华的世界里、日渐疏离的心灵荒漠上，呈现出一个个生命的跃动，叙述着或喜或悲的灵魂，彰显一种柔软而又坚定的力量！

人生何尝不是一次漫长的旅途。这一路，年复一年，每日早安晚安……

蓝涌淋：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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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首耳熟

能详的《龙的传人》，常常让我们思绪万千、热血沸腾。龙，在中国古代是作为皇帝的一种象征，皇帝被喻为是真龙天子，

但龙并不存在于人世间，有人说龙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一种“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

掌似虎、耳似牛”的生物。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崇龙的习俗，至少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

我的家乡在浙江缙云，龙文化随处可见，1997 年在仙都金龙洞内出土了天禧四年（公元 1020 年）宋真宗派员到仙都

祭黄帝时投放的信物金龙和玉简，距今已有 1000 年，现收藏于缙云博物馆。每年正月十五都会有非常多的龙灯活动，这

里有全球最大的龙灯——高 7 米，宽 2.5 米的下小溪村板龙大龙头。有以长龙为造型的普化源高山水滑道项目，高山滑漂

全长 2723 米 ， 落差 226 米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授予了“最长山体水滑道”称号。而且缙云还是传说中的黄帝乘

龙飞升处，黄帝文化在缙云源远流长，“黄帝缙云，人间仙都”，相传轩辕黄帝平定战乱统一天下后，历遍各地名山大川、

访真问道，最后在缙云鼎湖峰铸鼎炼丹成功，乘龙升天而去，龙常被世人用来象征祥瑞。

田利彪：龙图腾

2020 年 9 月 20 日，缙云县新建镇笕川花海

2020 年 7 月 26 日，缙云县雅施村

2020 年 8 月 8 日，缙云县壶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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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迎案是浙江省缙云县较为古老的民间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传统迎案活动曾遍及缙云城乡，贯穿一年四季，

起源于公元 759 年（唐乾元二年），包含武术、杂耍、舞蹈等传统民间艺术，常见有罗汉队、三十六行、铜钱鞭、十八狐狸等。

迎案民俗走到快节奏的今日，仍坚持保留传统节目，且多为乡间农民的临时性排练产物，创新程度较低，表演略显粗糙。

但是这些迎案人装束、打扮、表演别具一格，遗存了乡村农民最传统的文化特征，依然可以窥见传统迎案活动在田野深耕

的文化意趣。

记录迎案人肖像本是乡土情结的展现，投射我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朴实印象，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时代，通过这些影像似

乎能感受到田野文化的宁静、安然、毫无芥蒂，这也正是魅力所在。

章勋：迎案·像

迎案·像 - 铜钱鞭迎案·像 - 小鬼

迎案·像 - 贝壳仙



1514

专题2021 / 1 / FEATURE

作者自述：有一种颜色只属于中国，它蕴藏着独属于东方的古典气质，那就是中国红。中国红氤氲着古色古香的秦汉气息，

延续着盛世气派的唐宋遗风，沿袭着灿烂辉煌的魏晋脉络，流转着独领风骚的明清神采。红色象征高贵，皇宫的红墙碧瓦；

红色也象征喜庆、吉祥和幸福；红色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我通过镜头对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捕捉，截取了具有“中国红”色彩的场景与画面，试图融入个人的感觉、情绪，来

表达我对红色的理解。

金晓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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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城镇化发展日益凸显，城乡融合越来越密切。如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乡村的老百姓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而是更多地转向精神文化层面的追求。同时，

传统节日和新兴的节日叠加在一起，乡村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张志忠：乡村纪实

2020 年 1 月 10 日，缙云双溪口乡双溪口村。 2018 年 12 月 5 日 , 缙云双溪口乡双溪口村。 2020 年 12 月 24 日，缙云大源镇小章村。

2020 年 12 月 6 日， 缙云绿道。 2020 年 12 月 6 日，缙云滨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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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景观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环境里，会有不同的理解与指向。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农村

建设”、“乡村振兴”等政策的落地与实施，各地均开始打造特色文化地标。这些新地标的产生不是简单的几何形态的呈现，

而是一个地域随着时代的发展，产业特色、文化特征等的积淀，渐而萌生的“新地标”，它将伴随着一代人的时代记忆。

楼皎皎：新地标

缙云雅化路村

1. 缙云胡宅口村

2. 缙云仁岸村

3. 缙云壶镇工业区

4. 永康前仓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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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静默的风景在无垠的黑夜中，等待光的渐入。当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在那片墨蓝下，给心安置一个远方，

寻找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追求与每一片树叶、每一颗星辰的亲近。

梵高在信里写道：“在我看来，夜晚通常比白天更丰富，并带有最强烈的紫罗兰色、蓝色和绿色。如果仔细看，您会

发现有些星星是柠檬色的，有些则是粉红色、绿色、勿忘我的蓝色光芒。”

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潜楚：Starr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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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健康的身体得由许多合理数值来体现，从日常膳食到体内新陈代谢，从大体到细胞，各类数值、指标无不

围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尝试通过新鲜健康的水果中隐藏的“数字”表现健康的合理数值。

潘伟新：健康指数

17 次呼吸

心跳 80血液凝固 16

血钾 4、5白蛋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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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教室》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课业的场所。教室的布置，可根据师生的想象设计出自己理想的殿堂。班级文

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班级为空间，以育人为目的，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学生的一种班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

作者拍摄了缙云普高、中职、小学、幼儿园、特殊学校的教室，作品中抽离了“学生和老师”，放弃了师生活动的现场记录，

创设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用一种“空”的方式来呈现我县宜学的教育生态。

虞博涵：教室

电商班教室

普高班教室

美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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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 当下，疫情席卷全球，各种环境发

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久而未止的困扰与限制下，使得人们慢慢安静下来，去重新思考生活的源头，思考久远以来的生

活方式。从其中，去重新认识当下的生活，去体悟平凡的日常。

郁华：民以食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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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你有看过这个段子吗？“70 后炒股，80 后炒房，90 后炒币，00 后炒鞋”“ 炒房不如炒股，炒股不如炒鞋”。

近年来，“炒鞋热”悄然流行，商家打着“限量版”“联名款”的标签，利用饥饿营销制造心理稀缺效应，将鞋子的

价格翻 5 倍、10 倍。在一代年轻人中，掀起了买名牌鞋的热潮。这组作品以照片和视频的方式记录并反映了当下高中生对

名牌鞋的追求、炒鞋热想象的认知与理解，从而剖析“抄鞋热”的现象本质，使其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张雨婷：鞋圈

Air Joran He got Game  原价 1500 元  现价 600 元

Nike Kyrie 6“White Sapphire”白  蓝宝石

原价 650 元  现价 599 元

Nike SB Dunk Zoom High Pro 雾霾

原价 800 元  现价 2299 元

俞磊 16 岁

王靖雯 16 岁

胡晨曦 1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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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2020 年 2 月 11 日，因新冠病毒疫情，浙江省杭州市率先推出健康码模式，

实施市民和拟进入杭州人员的“绿码、红码、黄码”三色动态管理，领取绿码的人员凭

码和测温通行。我的整组作品是将外国著名的石膏或者人物戴上口罩进行拍照、测温，

会得到一个类似热成像的图片。同时，我会为他们制作健康码，当我们拿出手机去扫这

个健康码时，我们手机上会得到这个石膏像的信息，包括一张不戴口罩的照片。

江浩源：绿码

姓名：荷马

出生日期：公元前 9世纪

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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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逝去的总归多消失在无尽的时空中，随着投资超百亿的缙云抽水蓄能电站的动工，位于抽水蓄能电站下库区、

建于 1995 年的缙云县装机容量最大的电站——龙宫洞电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整体拆迁，在拆迁前，拍下了即将逝去

的龙宫洞电站。

朱礼平：龙宫洞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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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介绍：“石城”是丽水缙云的别称。在这座小城，火山运动造就了奇特的岩石地质景观，同时造就了享誉全国的

国家级 5A 景区仙都。在这座小城，20 世纪 80 年代的缙云人民在大山中开凿条石，留下了蔚为壮观的采石岩宕 2000 余个。

在这座小城，条石运送到全县乃至周边地区，勤劳的缙云人民用条石建造房屋、桥梁等建筑，精心凿出生产生活器具，创

造了独具特色的石城文化。如今，条石开采已被禁止，岩宕被大自然回收；钢筋水泥代替了条石的作用，条石建筑逐渐成

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符号；原有的石头器具摇身一变，成为了街口巷尾的石头艺术。

“石城”，我们亲爱的故乡，我们的根。

专题创作组：石城

朱礼平《石窟》

夏浩坚《条石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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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勋《仙都火山考》 章勋《神龟》

章勋《岩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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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勋《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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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浩坚《石为媒》

夏浩坚《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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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昌躬耕书院摄影班主题展

新闻报道：遂昌山村这群孩子的摄影作品 登上了全省摄影艺术展

展览前言

（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黄彦）2020 年 11 月 14 日，

浙江省第十八届摄影艺术展暨 2020 浙江摄影艺术周展览

活动在丽水万象摄影坊（丽水油泵厂）正式拉开帷幕。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展览活动中，遂昌

躬耕书院摄影班的孩子们也收到了来自主办单位浙江省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的共同邀请，策划

推出了 “自然生长”躬耕书院摄影班主题展，引起了全

省摄影界的高度关注。

展览现场，在一幅幅随性却不失专业水准的摄影作品

前，孩子们自信地为前来参观的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介

绍着作品的创作过程，并不时与之展开讨论，赢得了大家

的高度赞赏。

“它的构图和光影运用都非常不错，如果不是在进门

的地方看到介绍，我绝对想不到这些摄影作品是出自一群

孩子之手。”来自衢州学院摄影专业的几名教师对着孩子

们竖起了大拇指，称赞他们是摄影的未来，希望他们以后

能报考衢州学院。

据了解，躬耕书院摄影班的孩子们全部来自于遂昌县

湖山乡黄泥岭村，也就是躬耕书院的所在地。自 2017 年，

躬耕书院设立摄影班以来，已经有 21 名山里娃闯进了摄

影的世界，开启了他们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以前我的性格很内向，基本不怎么主动与别人交流，

但自从学了摄影后，让我的自信心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害

怕开口的毛病已经完全没有了。”今年刚满 15 岁的傅春

燕笑着说，凭借着摄影技能，她还顺利进入到了学校学生

会，“现在，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学

习摄影。”

躬耕书院一直以农村公益教学为本，尤其重视孩子的

艺术教育和性格培养。

今年是躬耕书院摄影班开办的第四年，我与书院创始人戴老师的“十年之约”也近过半。

躬耕书院一直以农村公益教学为本，尤其重视孩子的艺术教育和性格培养。在名师大家的点拨下，音乐筑梦班登上了

各大舞台，掌声和赞美让孩子们的笑容增添了更多的自信，成长道路上，这份能量至关重要。此外，艺术的形式不止一种，

孩子们的天赋也是多样的。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去接受到美学教育，我们在 2017 年设立了摄影班，旨在通过摄影这种较为

新颖的艺术形式让山里的孩子们去感受和记录生活。我们也希望透过镜头，他们能够找到与外界交流的契机，走出这个闭

塞的山村，去到更广阔的世界。

初到我班里的学生几乎都只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们的天真无邪，让照相机这个充满攻击性的物件不再可怕；山林

田间，草树猫虫，一切都跟他们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从第一届夏令营开始，我的教学方向就不是以摄影技术为核心。我

的主要工作是为各大媒体拍摄名人肖像，我也深知只用真诚的沟通去获取被拍摄者的信任，才能拍出一张生动传神的作品。

我不断鼓励他们去主动拍摄同学、老师和村民，许多关系在这一声声快门中促进，自信与亲和也在一次次曝光中增量。一

次礼貌的拍摄邀请，在我看来，与一次登台表演的勇气相当。

我一直认为，摄影的力量，其实是时间的力量。它帮助我们回忆过去，记录当下，又给未来留下期待。四年后的今天，

孩子们几乎都上了高中，很明显地，我感受到了他们自身的成长，这比作品本身的进步，带给我更多的成就感。

这次展览是摄影班第一次公开展览，作为策展人，我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一班“驻地艺术家”的群体作品，而不是少

儿兴趣班的习作。这些生在黄泥岭村的孩子，有着超越年龄的心智和视界，在他们的镜头里，不只有伙伴间的嬉戏玩闹，

更有他们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对自己的思考。

优秀的拍摄者的视角是向外，也是向内的。很开心，孩子们已经做到了。（躬耕书院摄影班教师 张博然）

近年来，躬耕书院音乐筑梦班已登上国内各大舞台，

掌声和赞美让孩子们的笑容里增添了更多自信。然而，艺

术的形式不止一种，孩子们的天赋也是多样的。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接受到美学教育，2017 年，青年

摄影家张博然与书院创始人戴建军达成了一个“十年之

约”，在躬耕书院设立摄影班，旨在通过摄影这种较为新

颖的艺术形式让山里的孩子们去感受和记录生活，同时也

希望透过镜头，他们能够找到与外界交流的契机，走出这

个闭塞的山村，认识更广阔的世界。

据张博然介绍，初到躬耕书院摄影班里的学生几乎都

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天真无邪。山林田间，草树猫

虫，一切都与他们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从第一届夏令营开始，他的教学方向就不是以摄影技

术为核心，他深知只有真诚的沟通，获得被拍摄者的信任，

才能拍出一张生动传神的作品。

他不断鼓励孩子们去主动拍摄同学、老师和村民。许

多关系在这一声声快门中促进，自信与亲和也在一次次曝

光中增量。一次礼貌的拍摄邀请，在他看来，与一次登台

表演的勇气相当。

“我一直认为，摄影的力量，其实是时间的力量。它

帮助我们回忆过去，记录当下，又给未来留下期待。四年

后的今天，孩子们几乎都上了高中，很明显地，我感受到

了他们自身的成长，这比作品本身的进步，带给我更多的

成就感。” 张博然说，此次展览是躬耕书院摄影班第一

次公开展览，作为策展人的他，希望让大家看到的是“驻

地艺术家”的群体作品，而不是少儿兴趣班的习作，“这

些生在黄泥岭村的孩子，有着超越年龄的心智和视界，在

他们的镜头里，不只有伙伴间的嬉戏玩闹，更有他们对于

生活的观察和对自己的思考。”

自然生长

展览海报 展览现场及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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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书院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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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表情包

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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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天夏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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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与感知

最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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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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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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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摄影师：傅君怡、傅丽香、傅方阳、应国诚、濮锈萍、濮水俊、濮发明、濮利民、濮天佑、傅春燕、

刘若楠、曾艺成、刘晨晨、刘丽萍、傅家剑、章雨泽、叶启瞳、赖朱宁、濮发达、王震宇

肖像练习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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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艺术留学周记——从非裔艺术家那里
学到的事情

这次主要分享的是一位新一代的美国摄影在路上的代

表，以及另一位当下最重要的非裔艺术家。

新一代的在路上

耶鲁的毕业生 Curran Hatleberg 在国内的知名度并

不是那么高，在美国算是新一代的在路上摄影师了。在

2019 年的惠特尼双年展上，他的作品得到了非常重要的

呈现，一共 16 件摄影作品作为一个个展的形式呈现了他

在路上的创作。很多人说他的作品是惠特尼双年展上最喜

欢的作品之一。

在美国强大的在路上摄影传统中，想要有一点点不同

都非常难得。David Company 曾经编撰过一本关于美国

这个摄影传统的巨型画册《open  road》，里面几乎收揽

了所有的在美国创作的在路上传统，从 Walker Evans、

Robert Frank 到 Stephen shore，再到 alec soth 等摄影

师。在这样的巨大的“阴影”中， Hateberg 寻找到了一

种属于自己的方式。Hatleberg 在美国年轻一代的影响力

很大，他之前出版的画册都已经绝版，而且大家都在想方

设法去寻找二手。在美国著名的摄影博客 mossless 中，

博主曾经在 vice 的访谈中说是 Hatleberg 的作品，让他

们决定做关于美国摄影的项目。

“ 如 果 说 这 些 被 摄 者 身 上 的 哪 种 特 性 最 让 我 着

迷，我想可能是意料得到，同时又捉摸不透的双重性

吧。”Hatleberg 的作品呈现出了很多的模棱两可，这个

概念最近也比较火热。模棱两可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说照

片的解读含义很多元，还是照片背后的故事可以很多元。

当一个摄影师出去拍摄照片，寻找拍摄对象的时候，究竟

是什么吸引了他按下快门。我也经常反复问我自己这个问

题。Hatleberg 的答案和我想的很类似，就是被摄者那种

气质，或者说视觉上吸引我们的那些人。“拍摄初期，作

品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是陌生人。因为拍摄地点大多是公共

区域，我会强迫自己接近他们，与他们沟通。这从来没有

变得更容易，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我不主张建立深刻的

亲密关系，或是深入他们的生活。我的落脚点是关注作为

独立个体的人，而不是将他们作为某种社会问题的后果，

因为他们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弱势群体。”

在 vice 的一个访谈中，他提到了关于不想直接分享

太多照片里面的拍摄对象的故事事情。“如果我们提供了

完整的背后故事，那么就把观者的想象力完全地抹去了。

我喜欢摄影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份安静，我们可以自己去挖

□ 陈荣辉

掘照片的含义。我更想让照片提供的不是当下发生了什么，

而是即将或许会发生什么。最好的照片抓取的瞬间应该是

叙事性不是那么清晰的瞬间。”所以当我们看他的作品的

时候，会发现每张照片都在提出某些问题，或者说我们的

好奇心会被勾起。这个好奇心的勾起又不像那些单纯的纪

实摄影，因为那些照片的指向性比较明确。Hatleberg 的

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这些美国的城市景观和人物，仿

佛就在我们的面前上演一个个短篇故事，我也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但是就有一种让我继续凝视的魅力。这样的魅力

我觉得还是和他拍照的距离感控制有关。他拍摄的位置非

常微妙，属于“决定性瞬间”和“大景别”中间点，但是

又不是中景，人物的动作清晰可见。这个“抓拍”或者“摆

拍”的能力非常厉害。其实很多人都在说，我希望照片不

是单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但是实际上，要有提出

问题气质的照片非常难。这个难点在于我们拍摄者经常去

下定义。也就是说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拍

摄对象的特点，已经确定了这个拍摄出来的照片的结果。

这个和照片的掌控力无关，而是和一个摄影师的想象力和

开放度有关。

Hatleberg 的照片风格也是属于纪实风格的作品，

但是不算是我们认为的单纯的纪实摄影。有些人或许会觉

得这属于玩文字游戏，或者说是当代艺术里面的摄影师在

故弄玄虚。但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艺术家在这方面进行了

探索。我在去年的周记中也分享过相关概念的内容，大

家有兴趣可以重温下纪实、纪实风格（Walker Evans 提

出）、接近纪实（Jeff Wall 提出）等三个不同的摄影概念。

Hatleberg 使用一台我们当下国内很多摄影师也使用的相

机 Mamiya7 进行创作。看过国内那么多摄影师使用这台

相机拍摄的作品，我个人觉得 Hatleberg 的照片的效果是

最好看的，这里的最好看是说画质的把控。这方面美国的

很多年轻摄影师确实非常厉害，我同学里面也有些人这方

面非常擅长，对于摄影照片的色彩管理、输出、扫描都有

非常好的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就是摄影师的基础能力，而

这块内容在我们国内也是不怎么重视的。因为在艺术学院

里面，有这些基本功的老师就不多，然后大家又觉得艺术

学院主要任务是好的想法和概念，对于这一块内容的锻炼

很少。当然现在国内很多高校的硬件设备上去了，不管是

扫描还是输出设备，基本都是顶级，但是相关的行业专家

还是比较少。我印象中，苏杰浩和安东的作品色彩控制有

这样的感觉，色彩还原非常好。

非裔艺术家的突破与传承

说实话，去耶鲁之前我不是很了解非裔艺术家，只能

说大概略知一二。在我脑海中的那些知名的摄影师或者艺

术家，也很少有非裔艺术家的影子。直到我来到学校，后

来慢慢接触了很多很有趣的非裔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让

我重新认识了他们。去年学校有举办过非常多的非裔艺术

家相关的活动，我之前周记也写到过，比如著名的影像艺

术家 Stan Douglas、Isaac Julien 等人的讲座活动。我

之前也提到过非裔艺术家在漫长的世纪里不断去争取自己

的权利，在艺术层面，他们更是主动去表达。这方面，我

们华裔艺术家的发声确实少了很多。当然，我们也不能简

单去对比非裔和华裔艺术家的行为。

接 下 来 要 介 绍 的 非 裔 艺 术 家 是 Kerry James 

Marshall， 我 们 的 老 师 Mickalene Thomas 觉 得

Marshall 在艺术史上，会是一位像杜尚、沃霍尔这样级

别的人物。我本身对于艺术史不是那么熟悉，仔细看他作

品的时候，觉得他确实开创了某些方式。而不是我之前以

为的他只是把作品里面的主人公换成了黑人角色。然后就

是这个脉络下来，包括 Mickalene Thomas 自己，还有

这两年大火的 Deana Lawson、Zanele Muholi 都在运用

非裔的特色在创作，在业界引起很多的讨论。在他们的讲

座和访谈中，他们都有提起互相的名字，也就是说他们形

成了一个非常“圈子”，这样的圈子不是简单说抱团，而

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意识，需要大家一起去突破很多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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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这些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非裔艺术家得到重新发掘和

重视，包括前两年被卓纳画廊全权代理遗产的非裔摄影师

Roy Decarave。当你认识一位非裔艺术家的时候，你就

会认识一串背后的艺术家。

正在美国这样的地方获得认可的华裔艺术家屈指可数，特

别是当下的年轻艺术家群体里，我们依然在挣扎着获得一

些可能性。

策展人尚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她表达的观点是我比

较赞同的，我们———美国亚裔艺术界———必须有一个

团结的声音要求在艺术领域、策展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获

得可视性和有一席之地。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我不是要

亚裔艺术家四处标榜“亚洲符号”。做一个亚裔艺术家是

去考虑自己特有的历史和心理，去质疑以欧洲为中心的框

架及其影响，并且去关心一个人自身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幸

福。跟西方嫁接综合和重构艺术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

能假装跟西方的距离已经消失。

在 Marshall 创作的早期，他曾经画过一张自画像，

名字叫《一张来自于过于投影的艺术家肖像》，这是一张

会在艺术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品。Marshall 创作这张照片

的时候是 25 岁，他通过学习文艺复兴绘画的很多技巧，

用蛋彩画的方式去呈现肖像。而后，在 1984 年的时候，

这张绘画被藏家花了 850 万购入，藏家一开始是把这幅绘

画放在吧台，后来放到了卧室，因为怕客人会觉得比较低

沉。然后这件作品就在藏家的盥洗室里呆了 25 年。一直

到 2019 年的时候，洛杉矶郡立美术馆获得了这件作品的

捐赠，现在的价值已经无法估计。

Marshall 的作品在挑战人们对于黑人的一些成见（这

样的成见不仅仅是在美国发生，在我们这里也经常发生），

因为肤色的问题黑人被简单的一概而论，成为一种非常简

单的刻板印象。这样的问题在亚裔身上也经常发生，出国

的同学一定深有体会。而 Marshall 就是故意用黑色来绘

画黑人，用非常多的黑色和不同的技巧去呈现，黑人的视

觉形象反而更加立体了。这样的作品迫使我们去更仔细观

看和思考，去体验这些不一样的黑色。当然，我们有时候

会想，具象绘画在当下是否还有那么高的价值，甚至有点

落伍。但是大量的年轻或者中生代非裔艺术家都认为是

Marshall 的作品鼓舞了她们，让他们可以不断去挑战白

人为主的西方艺术史。

在 2016 年 的 时 候，T magazine 刊 发 了 一 篇 关 于

Marshall 的年度访谈，在前言里，作者写道：在过去的

2000 年里，艺术史的高峰上还未曾有过黑人画家登顶，

而 Marshall 这位当今在世最重要的非裔艺术家，在过去

的 40 年里持续地将黑人的绘画形象，注入艺术史的万神

Marshall 的作品《过去时光》

绘画名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殿中，这是一篇关于留名后世者的描绘。Marshall 在采

访中说：“一直以来，我希望作品能够展示出的东西，是

可以让黑人的形象持续（随着时间）演化。”

黑人的形象需要随时间的发展而改变，这是美国政

治生活中赤裸裸的现实，但 Marshall 之所以是一位史无

前例的画家——自那第一幅自画像开始——是因为他将

这种改变处理成了一个美学课题。“模式化的黑人形象

再现，”Marshall 以他 2006 年以前在伊利诺伊斯大学

（University of Illinois）担当艺术教授时的清晰性和说

服力解释道，“一直是这种扁平的、卡通式的符号。当我

们阅读任何对美的思考的著作时，比如读到托马斯·杰斐

逊（Thomas Jefferson）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就会发现他将（黑人）视为不美。”

Marshall 没有进而揭露杰斐逊这种将白人与黑人区

隔开来评述的本质，杰斐逊的言语自有他应得的评断：“第

一个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肤色的不同……这种差异难道不

重要吗？这难道不是判断两个人种中哪个更美，哪个不美

的基础吗？一个人种白里泛红的肤色、靠血色衬托出来的

各种各样表情，岂不是比另一个人种脸上永远蒙着黑纱，

把一切感情都掩盖住，缺乏变化更可取吗？除此之外，还

有飘逸的长发、优美匀称的体形，这是黑人自己所作的偏

向白肤的审美判断，他们对白人的这种偏好，与黑猩猩偏

好黑人妇女更甚于它们自己物种中的雌性是一样道理。”

读罢这位现实世界中的伟人所写的关于美和种族的宣

言，人们想不出还能说什么，也许我们只能在参观大型西

方艺术博物馆时把杰斐逊的话牢记在心，美的观念在这些

博物馆中处处可见——而在这观念之中却没有黑皮肤的位

置。你可以在博斯丰富的画面上看到黑人的躯体，或在德

拉克罗瓦的作品上看到包着头巾的土耳其人，但在西方绘

画传统中并无严肃的黑人形象史。“谈到黑人形象的再现

在艺术史上的缺失，”Marshall 说，“你可以将之看作

一种驱逐，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种因没能为本该发生的

事负起责任而发出的历史控诉。我没有这样的使命。我没

有这种控诉。作为这种缺失的一部分，我的兴趣在于对它

的扩展，而不在于对它的批评。”

在这篇访谈中，最让我震惊的一点是，Marshall 成

为著名艺术家后，他没有选择离开动荡的社会，他选择留

了下来，和妻子买下了一幢破旧的楼进行改造。他们会碰

到枪击和抢劫，但是他们依然选择留下。“要是有成就的

人总是逃离这个居民区，这儿肯定会成为帮派成员的地盘。

我们必须斗争才能留在这里。有人会说，‘我们不会因为

与同一类人住在同一区而害怕。’但这在洛杉矶市中心南

区就行不通……我遇过野蛮的事。不过，我不为发生过的

事情而害怕。有些事情发生了，用点时间和才智就能补救

一下。另一个原因是，我想留在这个居民区，因为这儿的

孩子会知道有个人希望做点什么，知道你可以当他们的邻

居。”（以上内容来自于 T Magazine 的采访）

艺术的使命

因为 Marshall 的观点，让我想起塔克尔夫斯基在《雕

刻时光》里谈论的一段话：只有人们以对精神与理想永恒

不灭的渴求聚在艺术周围，艺术才能存在，才能立足。当

代艺术以肯定个体自我价值的名义，拒绝追寻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如此，所谓的创作看起来就是一些形

迹可疑者的古怪活动，只是一种孤芳自赏者带有个人特征的

行为罢了。但是在创作中，个性并非为了自我肯定，而是

要服务于他人更为崇高的普世的理想。艺术家向来是仆人，

要尝试着偿还神赐予他的天赋。可是，现代人不想做出任何

牺牲，哪怕只有牺牲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肯定。我

们逐渐遗忘了这些，渐次忘却了自己对人类使命的感受……

回到艺术家 Marshall，他出生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

的 50 年代，在洛杉矶体验了种族暴动。他想通过自己的

艺术创作，瓦解传统的西方白人主题的艺术史，把黑人的

故事放进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绘画中。当然，我们一

般会认为，当下的非裔艺术家的展览方式主要集中于两个

方面，一个是关于人类学，也就是我们更注重艺术家的身

份，而不是单纯的艺术。二是只单纯弥补相关的叙事空缺。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需要有黑人艺术家的作品，于是就有

了他们的展出。其实同样的困境也是华裔艺术家面临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排在非裔艺术家后面的人，当他们在

某个领域取得突破后，那么我们也会得到某些可能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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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该读哪些书

读书是学习提升的主要途径，有利于扩展视野，开启

心智，提高素养，增进我们对于摄影、影像与现实、世界

的理解，从而作用于摄影创作、研究、批评、鉴赏等的实

践。那该读哪些书呢？

每个人的经历、经验、职业、学养、兴趣不同，书的

选择自然因人而异。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艺术阶

段，对书的兴趣会发生转变。对于艺术从业者来说，创作

者、教育者、研究者的书单也是不同的。摄影书的选择也

是如此。

本文以一名业余摄影师和摄影写作者的视角，试图建

立起摄影书的选择原则和阅读框架。简单地说，除了基础

知识和技能外，主要是“史”与“论”，包括摄影史和摄

影理论、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史

和理论知识。文中所选书籍是为了说明这种原则和框架的

合理性。书籍的选择不在于其全面性、丰富度和多元化，

更不可能在如此简短的篇幅内从历史演进和当代发展的视

角对有关摄影书的编辑和书写进行系统的整理。也就是说

要看类似这样的书，而不是说这些书是必看的，或者看了

这些书就行了。受图书来源、个人视野以及语言理解的限

制，每一类别书籍的选择偏向于目前市面上相对容易找到

的正版图书，特别是国内出版的图书，包括我国引进中文

版版权的国外图书。

摄影基础

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两本“教材”值得仔细阅读、用

心学习：一是摄影基础教材；二是相机使用说明书。这两

本书的内容掌握了，摄影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就学会

了。然而在实践中，对摄影知识一知半解，对拍摄技术不

太熟悉，在拍摄现场手忙脚乱、找人帮忙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就是没学好两本“教材”的后果。

摄影基础包括器材（相机、镜头、闪光灯等）使用、

拍摄技巧、后期处理、图片编辑、输出呈现、传播分享、

□ 郑忠民

各类摄影及专题的创作方法等一系列的知识和技能。有的

教材会偏重于其中某一个或者几个方面，有的则比较全面。

我最早使用的教材是 1990 年出版的一本传统胶片摄

影教材。该教材后来经过七次修订，还是跟不上数码技术

进步和摄影观念更新的速度，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很快就会

过时，这是老教材的通病。选择近几年新编写出版的教材

是个办法，不过也很难保证过几年后其中的部分内容不会

过时。

早年，我还买过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系列教材

中的一部分，包括《风光摄影》《人像摄影》《摄影构图》《摄

影滤光镜》《摄影美学基础》《摄影作品研究》等。2015

年，该系列教材被整合为五本大部头的《北京电影学院图

片摄影专业教程》。

除了通用的摄影教材外，还有专门针对某类摄影的教

材，有的是以题材分类的，比如风光摄影教材、人像摄影

教材、天文摄影教材等，有的是以使用的器材分类的，比

如手机摄影教材、无人机摄影教材等，有的是以创作方式

分类的，比如古典工艺教材、数码影像教材等。

在这个数码摄影时代，数字化处理不是简单的事情，

就像刘宽新著的《数码影像专业教程》介绍的那样，这牵

涉到数码知识体系和健康影像观念的建立，数码影像的拍

摄技法、制作技巧、色彩管理、创意发挥要在这个体系和

观念的支撑下完成才会有效。

摄影教材经常大同小异，想找到有特色的不是很容易。

袁洁著的《来！这样学摄影：从想法到佳作诞生》从选题、

拍摄，到编辑、后期，再到呈现、传播，详解摄影创作的

流程和理念，而不仅仅是技术和技巧。钟建明、山姆·王、

应爱萍著的《摄影与表达——当代摄影实践与理论》有基

础的器材和技术知识，却不是一本普通的摄影教材，摄影

的相关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贯穿、融入书中的成功案例

剖析、名家作品解析、摄影理论解读、摄影文献选粹、延

伸阅读书目等中，让人在初识摄影之时，就能明白看似简

单的摄影其实并不简单。

国外的摄影教材中，英国迈克尔·兰福德（Michael 

Langford）、安娜·福克斯（Anna Fox）、理查德·索顿·史

密斯（Richard Sawdon Smith）著的《严肃摄影师指南》

（The Guide For Serious Photographers，中文版叫《英

国皇家艺术学院专业摄影教程》）和唐纳德·亚历山大·谢

夫（Donald Alexander Sheff）著的《美国纽约摄影学院

摄影教材》（New York Institute Of Photography）都

是畅销书。前者是关于摄影原理、器材、拍摄、数码后期、

胶片后期、动态图像的拍摄、修饰、展示等知识和技巧的

基础教程，每章后面都有总结和实践，通过总结复习内容，

通过实践加深理解。后者分为上下册，除了照相机和镜头、

黑白和彩色胶片的冲洗和放大、滤光镜、闪光灯、曝光、

光线等基础知识和技能外，还有人像、儿童、宠物、婚礼、

时装、人体、广告、静物、建筑、微距、显微、新闻等各

类摄影，以及自由职业摄影师指南、如何开办摄影室等知

识的介绍和阐释，内容更为丰富。

编辑之于摄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关于编辑的

好书少之又少。曾璜、任悦著的《图片编辑手册》主要是

针对报道摄影的，而报道摄影是普通摄影爱好者接触比较

少的摄影类型。英国谢丽·瑞德（Shieley Read）2008

年 的 著 作《 展 览 照 片》（Exhibiting Photographs，

中文版叫《摄影展览指南》）和英国阿德里安·乔治

（Adrian George）2015 年的著作《策展人手册》（The 

Curator’s Handbook）都是有关策展工作的入门书。

美 国 特 里· 巴 雷 特（Terry Barrett） 的 著 作《 摄 影 批

评： 理 解 图 像 入 门》（Criticizing Photographs: An 

Introduction To Understanding Images，2012 年 第 5

版，中文版叫《看照片看什么：摄影批评方法》）是关于

理解阐释照片和开展摄影批评的入门书。

按理说，摄影基础应包括摄影的发展简史和基本理论。

器材和技术问题相对来说容易解决。有的技术甚至等用到

时再去学习，掌握起来也并不是太难。难的是，如何在实

践的基础上理解和消化理论，如何用器材和技术解决好视

觉表达的问题。这样，才不会觉得没有好题材拍，或者把

一个好题材给拍糟了。

摄影史和当代摄影

学习任何东西，都需要从历史进程中了解发展脉络、

吸收营养成分。摄影也不例外。

( 一 ) 世界摄影史和当代摄影

世界摄影史的撰写有各种角度和侧重点，如有的侧重

于摄影器材、技术和工艺的演进，有的侧重于摄影流派的

演变和摄影大师的介绍，有的侧重于摄影作为现代的媒介

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互动。学习世界摄影史需

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

赵刚著的《世界摄影美学简史》条分缕析、简洁精炼

地阐述了摄影术诞生之初直至当代，世界主要摄影美学的

产生、发展与传承，而摄影美学常常以摄影思潮及摄影流

派的形式出现。建议想在艺术摄影（与档案、新闻、科技、

商业等实用摄影相对）上有所发展的初学者先看这本简练

的艺术摄影史书，以建立起对于世界摄影史的基本认识框

架，然后再去看其他的摄影史书，补充更为详尽的摄影发

展知识，这样会更有效果。

英 国 艺 术 史 家 （Photography as Concise 

History）以简明的语言评述摄影史上的重要摄影家，以

此探讨摄影的特性、照片的评判标准、摄影与社会发展以

及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欧洲和美国摄影发展的联系

和差异等有关摄影的重要课题。它不仅仅是摄影史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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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更是基于摄影的历史演进之上进行的有关摄影的研

究著作。而他的另一部著作《怎样阅读照片》（How to 

Read a Photograph），既开启了理解、阐释、欣赏名家

照片的途径和方法，又提供了一部由精彩照片组成的世界

摄影史。

英 国 格 雷 汉 姆· 克 拉 克（Graham Clarke） 著 的

《 牛 津 艺 术 史： 照 片》（Oxford History of Art: The 

Photograph，中文版叫《照片的历史》）属于“牛津艺术史”

的分册，也是关于如何阅读名家照片的书籍。它以摄影史

上 128 幅重要作品为例，梳理了风景、城市、肖像、身体、

纪实、艺术、观念等类型摄影的发展进程，在历史与批评

的语境中探索了摄影的本质问题。

法国安德烈·冈特尔（André Gunthert）、米歇尔·普

瓦韦尔（Michel Poivert）主编的《世界摄影艺术史》（L’art 

De La Photographie）由 11 位文化界和艺术界学者撰写

的 10 篇研究成果组成，围绕着艺术和文化的根本问题这

一脉络展开，重点探究了摄影术发明前后器材技术的探索

和摄影文化的建立、摄影与科学观察、画意摄影、业余与

专业、媒体的发展、文献与纪实、实验性创作与先锋战略、

摄影机构等问题。本书并不是介绍一种媒介的通史，没有

各个流派及其代表摄影师的详细介绍，每章的作者以自己

的视角和方式切入某个话题，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从中间任意一章选择阅读。

英 国 格 里· 巴 杰（Gerry Badger） 著 的《 摄 影 的

精神：摄影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The Genius Of 

Photography: How Photography Has Changed Our 

Lives）是伴随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同名纪录片于

2007 年推出的摄影史著作。马丁·帕尔（Martin Parr）

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年度摄影书籍推荐中给予了

本书高度的评价：“这是一部优秀的摄影史导论，它带领

我们穿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理解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摄影

作品，并展现了摄影随着技术进步而在社会中所扮演的不

同角色。摄影既简单又复杂，巴杰的书成功地以清晰、权

威的方式梳理了有关摄影的种种论争。”

美 国 迈 克 尔·R· 佩 雷 斯（Michael R. Peres） 主

编的《焦点简明摄影百科全书》（The Concise Focal 

Encyclopedia Of Photography，简称《摄影百科》）最

初出版于 1956 年，50 年来不断修订更新。新版的《摄影

百科》摒弃了以往百科全书的字母顺序结构，采用科目划

分的方式，以摄影的技术进步和思想演变为纵轴，以每个

时代的摄影发展现状和问题为横轴，既有摄影史的框架结

构，又有百科全书的完备知识，内容涵盖摄影技术的演变，

技术创新者小传，经典作品精选，摄影师传记，各类型摄

影，博物馆、画廊、收藏、市场，摄影教育，摄影工作坊，

摄影工作室，理论和批评，新闻摄影的伦理，杂志与出版，

对影像的保护，感知、证据、真相与观看，等等。

阅读是很个人化的。你喜欢的书，我不一定会喜欢。

大家都说好的书，我可以说不好。比如，美国内奥米·罗

森布拉姆（Naomi Rosenblum）著的《世界摄影史》（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最初出版于 1984 年，

现已是第 4 版，受到国内外不少专家推荐，很是畅销，我

却实在喜欢不起来。该书似乎想用大量的摄影师及其作品

来构建一部完整的摄影史，可惜事与愿违：一方面，因史

料的堆砌导致内容过于庞杂，影响了对历史脉络和个人观

点的明晰表述，也因频繁翻找插图（共 824 幅）带来了糟

糕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其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

摄影发展的介绍又显得有些粗陋与偏颇。

当代摄影这个词汇脱胎于当代艺术，也有自己的独

特性。它不完全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产生于此时此

地），也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和表现形式（当今的主题和

新锐的表现形式），更不是指一种摄影类型或者风格、

流派，于是对当代摄影不可能像摄影史那样进行明确的

历史分期或者流派区隔。关于当代摄影的图书基本上有

两类：一是根据主题或者表现形式的不同予以大致的分

类介绍；二是对有代表性的当代摄影家分别予以介绍，

不 作 分 类。 前 者 如 英 国 罗 伯 特· 肖（Robert Shore）

著的《后摄影：拍照的艺术家》（Post-photography 

: The Artist With A Camera）、 英 国 夏 洛 特· 科 顿

（Charlotte Cotton）著的《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The 

Photograph As Contemporary Art） 和 英 国 马 克· 德

登（Mark Durden）著的《今日摄影》（Photography 

Today）。这种分类介绍仅仅是为了分析和阐述的方便，

以至于同一个摄影师的几个作品会分别出现于《今日摄

影》的不同类别中。后者如阮义忠著的《当代摄影大师：

20 位人性见证者》（1985）、《当代摄影新锐：17 位影

像新生代》（1987），孙京涛编译的《时代的眼睛：史上

15 位摄影大师的艺术品评》（2008），林路著的《当代

摄影》（2017）与顾铮著的《当代摄影家研究》（2019）

同为普通高校摄影专业教材，则分别对应于上述两种图书。

美国弗里德·里奇（Fred Ritchin）著的《摄影之后》

（After Photography）跟罗伯特·肖著的《后摄影：拍

照的艺术家》（中文版翻译成《摄影之后》了）不同，它

不是讨论当代摄影家的作品的，而是更深入一层，探究的

是在数码时代，作为转变中的媒介策略，摄影对这个世界

产生的影响以及所蕴含的潜力和危险。

顾铮著的《当代摄影文化地图》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

考察当代摄影，内容涉及当代摄影的理论和实践，摄影的

制度（博物馆、摄影节、双年展、画廊、策展人、经纪人、

博览会、基金会、奖项、艺术家居住制度、图片经纪社、

摄影组织等），以及摄影的展示与传播、市场与保存、教

育等。

有关摄影史的书写视角和叙述逻辑不断地延伸和拓

展。摄影作品展示和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比如展览、摄影书、

报刊等）在引导表现方向、推动摄影发展的同时，其自身

也成为摄影史的一部分，对它们进行梳理也是摄影史书写

的重要方式。有关展览历史的著作有意大利亚历山德拉·莫

罗（Alessandra Mauro） 编 著 的《 照 片 秀： 定 义 摄 影

史的重要展览》（Photoshow: Landmark Exhibitions 

That Defined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有关摄

影书历史的著作有安德鲁·罗斯（Andrew Roth）2001

年 著 的《101 本 书 的 书：20 世 纪 精 华 摄 影 书》（The 

Book of 101 Books: Seminal Photographic Boo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马丁·帕尔和格里·巴杰于

2004、2006 和 2014 年编著出版的三卷本《摄影书的历史》

（The Photobook: A History）等。马丁·帕尔还和沃

辛克·朗德格伦（Wassink Lundgren）于 2016 年编著《中

国摄影书：从 19 世纪到现在》（Chinese Photobook：

From 1900s To The Present）。这些著作的推出都是建

立在对摄影书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和展览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说，历史研究、理论构建和策展都是密切相关，不可

分割的。

了解了摄影史和当代摄影的基本知识框架后，在此基

础上，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再去详细研读有关新

闻、纪实、人像、风景、街头、时尚、静物等各类别摄影，

以及中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各国别摄影的发展

史。除了总体的了解和掌握外，还要较为详细地研究其有

代表性的摄影家，包括他们的创作脉络、主要作品以及相

关的评论、访谈、传记、展览、摄影集等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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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图书、画册特别是摄影家的作品集价格往往不低，

特别是著名摄影家的成名作、代表作及其早期版本，价格

飞涨，不是一般影友所能承受的。在选择摄影家的图书特

别是摄影集时，可以遵循这样的原则：一是优先选择在摄

影史上具有节点意义的。比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的《 决 定 性 瞬 间》（The Decisive 

Moment）、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美国

人》（The Americans）等。二是选择自己正在研究的。

三是选择自己喜欢的。四是选择跟自己将要或者正在拍摄

的项目有关的。五是优先选择价格便宜的，比如摄影家新

近出版的摄影集，成名作、代表作的新版、复刻版等。可

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弥补自己阅读视野上的不足。

随着人们对摄影的认识不断深入，摄影史的研究也在

不断发展。以上所列仅仅是摄影史研究成果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多为现代的部分。要全面地掌握摄影的发展及其研究

的历程，就要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地域两方面来充实相

关的知识。

( 二 ) 中国摄影史和当代摄影

国内从事摄影史研究的专家及学者不多，加上历史和

现实诸多条件的限制，有关中国摄影史的专著极少，目前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中国摄影史。

1982 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了《中国摄影史》编

写组。1986 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吴群著的《中国摄影

发展历程》。次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马运增、陈

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永祥编著的《中国摄影史 1840-

1937》，1998 年、1996 年又分别出版了蒋齐生、舒宗侨、

顾棣编著的《中国摄影史 1937-1949》、陈昌谦编著的《当

代中国摄影艺术史 1949-1989》。至此，完成了 1840 年

至 1989 年近一个半世纪中国摄影史的编写出版工作，填

补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学术空白。但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

原因，其史料不足、内容单薄、印制粗糙的缺陷也较明显。

鲍昆主编的《摄影中国——中国摄影 50 年》是为了

2006 年庆祝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 50 周年而编撰的大型画

册，引入策展人制度，将时间拓展至 1949 年，以时代顺

序为主要脉络，兼顾体裁分类和地域现象的断面展示，从

纵横两方面对 50 年来中国摄影的发展进行了比较明晰的

聚合整理，为今后的历史书写和摄影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影

像资料。

2009 年有数本摄影史图书出版。宿志刚、林黎、刘宁、

周静著的《中国摄影史略》放弃编年体的写作方式，而采

用分类史的写法，框架结构看似简单，内容却更为丰富。

杨小彦著的《新中国摄影 60 年》从观看秩序与视觉记忆的

主题切入，通过有选择的摄影分类与图像解释，来揭示新

中国视觉观看和摄影发展的基本面向，从而让摄影史具有

了社会史的价值。顾棣著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上下册）

分为叙事篇、影像篇和档案篇，史料丰富详实，是对 20 世

纪30年代直到50年代初解放区摄影事业较为完整的呈现。

2011 年陈申、徐希景合著的《中国摄影艺术史》以

更为丰富详实的史料素材和图片，梳理和撰写中国摄影的

发展历程，摄影史的书写日渐丰满起来。

英 国 泰 瑞· 贝 内 特（Terry Bennett） 著 的《 中 国

摄 影 史 1842-1860》（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

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Western 

Photographers 1861-1879）、《 中 国 摄 影 史： 中 国

摄 影 师 1844-1879》（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Chinese Photographers 1844-1879） 系 列 丛 书

以广泛收集的各种图文历史资料，考证和研究了由 19 世

纪进入中国的西方摄影师和中国的本土摄影师及其摄影实

践构成的早期中国摄影史。

《中国摄影：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摄影 40 年

（1976-2017）》是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分别于 2015 年

和 2017 年举办的同名展览的画册，对百余年来的中国摄

影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中国当代摄影 2009-2014》

则是 2014 年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同名展览的画

册，以北京奥运会和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历史节点，对中国

当代摄影近 15 年的作品予以相对集中的展现与考察。海

杰著的《屏幕生存：2000 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摄影切面》

则是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摄影 15 年的典型作品和案例

进行分析和评述。2011 年顾铮著的《中国当代摄影艺术》

则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非主流摄影人对于摄影

本体的自觉追求和探索，是对 20 世纪初中国摄影现代转

型未完成的现代性的第二次追求与实现，这 30 多年来中

国当代摄影实践仍然有着巨大的潜力。

2004 年朱其主编的《1990 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

介绍了 48 位优秀艺术家的代表作，并由多位批评家从理论

和实践、风格和背景方面对先锋摄影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梳

理。王刚主编、姜纬执行主编的《纸上纪录片·锐系列》（三册，

2013）呈现的则是 44 位当代摄影师的新锐影像。刘铮主编

《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的编辑始于2016年，目前已编辑70册，

其中后 50 册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它以摄影家个人摄影

集的形式，系统地整理和呈现中国当代摄影的创作案例，

描绘出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摄影创作的全景画卷。

2005 年邱志杰著的《摄影之后的摄影》是一本当代

摄影的语法手册，对当前流行的图像处理手段进行了一次

不完全的盘点，附上案例解析，从而使表面上看起来一团

乱麻的当代摄影现象变得一目了然。该书可以作为了解当

代摄影的入门图书，也可以作为当代影像的练习手册，通

过模仿、融合甚至逾越这些游戏规则来走进当代摄影创作

的世界。

摄影理论和摄影批评

摄影史也是一部摄影观念的历史，而摄影观念正是摄

影理论和摄影批评所要探究的内容。本文将摄影史与摄影

理论和摄影批评分开来谈，实在是无奈之举。事实上，摄

影史的书写会牵涉到摄影理论的研究，而摄影理论的研究

往往又要基于摄影的史实和史料之上。再说，摄影理论的

进步本身就是广义的摄影史的一部分。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931 年 写 的《 摄 影 小 史 》（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对摄影术诞生以来的摄影发展进行了历史

的梳理和理性的解读，提出了“灵光”（aura）的概念。

早期的人像照片有一道“灵光”环绕着被摄对象，体现出“艺

术完美型”与“高尚品位”，这是因为当时摄影技术的限

制导致拍摄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被摄对象与技术彼此配

合无间才能获得完美的照片，并使其走向永恒。但是，工

业化时代摄影技术的进步使得快速获得并复制照片成为现

实，“灵光”于是消逝无踪，且无法被刻意模仿与轻易承继。

在瓦尔特·本雅明 1935 年写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中，“灵光”的概念得到了更深入的

讨论和分析，并以此为中介，进一步阐述了技术手段的进

步对艺术的生产、存在和接受方式造成的影响，以机械复

制为特征的摄影、电影等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差异，及

其具有的政治性和革命功能。

1964 年，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摄影

部主任的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策划了

名为《摄影师之眼》（The Photographer’s Eye）的展

览。两年后，该展览的图录出版。萨考斯基在图录的前言

中提出摄影具有的五个语言特性，即物本身（The Thing 

Itself）、 细 节（The Detail）、 边 框（The Frame）、

时间（Time）和有利位置（Vantage Point）。它们相

互联系，有机融合，成为分析、判断照片好坏的基本方法

和美学标准。萨考斯基以此寻找摄影自身的形式语言，构

建摄影批评的有效视角，图录因此成为形式主义摄影批评

的开山之作。萨考斯基的另一本摄影批评著作《看照片》

（Looking At Photographs）出版于 1973 年，精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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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张来自 MoMA 的摄影收藏，一一加以点评，更加细

致地传达了他的摄影美学观。

萨考斯基的这两本书里的照片都是黑白的，他未对

包含彩色照片的摄影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阐释。美国斯蒂

芬·肖尔（Stephen Shore）著的《照片的本质》（The 

Nature of Photographs）出版于 1998 年，是对《摄影

师之眼》的继承和发扬。肖尔以物质（照片是平的、静态

的和有界限的）、描述（平面、边框、时间和聚焦是照片

的四个要素）、心理（心理构图）三个层面来分析照片的

本质，并进一步指出，摄影师对世界的洞察、适应和理解

而建造的心理模型会对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杂志，1977 年集结出版的文集《论

摄影》（On Photography）对摄影这一深刻影响社会的

视觉文化样式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深

刻的观察和思考：摄影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摄影与意识形

态的构建，摄影的美感化问题，人道主义摄影的滥情效果，

摄影作为监视、控制、权力、消费等的工具性……它全面

中重要的创作手段。

英 国 利 兹· 威 尔 斯（Liz Wells） 等 6 人 编 著

的《 摄 影 批 判 导 论 》（Phot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2009 第 4 版）主要审视、分析了英国、

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北美在摄影理论构建上的关键性论辩，

以与现当代摄影实践相关的议题（比如摄影与社会史，纪

实与新闻摄影，个人照片与大众摄影，摄影与人体，摄影

与商品文化，摄影作为艺术，电子影像时代的摄影等）为

焦点来探讨以往的观点与理解、摄影技术方面的局限性及

其社会政治背景。

比利时希尔达·凡·吉尔德（Hilde Van Delder）、

荷兰海伦·维斯特杰斯特（Helen Westgeest）合著的

《历史视野中的摄影理论》（Photography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11，中文版叫《摄影理论：

历史脉络与案例分析》）将摄影术诞生以来有关摄影的观

点和理论放在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通过从当代艺术的摄

影实践中选取的不同案例加以分析，促使人们理解摄影媒

介多样而复杂的特性：摄影中的再现、时间、地点与空间、

社会功能以及摄影作为自我映现的媒介。

和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书写一样，中国的摄影理论和

摄影批评也存在研究人员少、成果少、著作少的问题。概

括起来，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摄影理论家、批评家的理论和批评著作。有对

摄影的一个或者数个方面的课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而形成的著作，如林茨、王瑞著的《摄影艺术论》（2011），

藏策著的《元影像理论与元语言研究》（2015）。以笔者

有限的视野来看，这样的著作极为少见。也有个人的摄影

文集，如巩志明著的《中国当代摄影家解读》（2002），

胡武功著的《中国影像革命——当代新闻摄影与纪实摄影》

（2005），刘树勇著的《看过来，看过去——中国当代摄

影观察》（2008），孙京涛著的《单独的声音》（2008），

顾铮著的《遮挡与穿透——中国当代摄影景观》（2008），

鲍昆著的《观看·再观看——当代影像文化》（2009），《顾

铮摄影文论集》（2012），《林路摄影文论集》（2012），

郭力昕著的《书写摄影：相片的文本与文化》（1998）、

《再写摄影》（2013，简体版为 2014 年的《阅读摄影：

郭力昕摄影批评》），杨小彦著的《看与被看——摄影中

国》（2016）等。这类著作中的文章有理论、评论、访谈

等，内容涉及面广，文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触及了摄影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重要课题，其丰富性和深刻

性是其他摄影论著中少见的，被誉为“摄影圣经”。

法国思想家、理论家、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研究了影像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而

在其 1979 年的著作《明室：摄影札记》（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c） 中， 他 却 放 弃 了

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专注于用私人化的经验

与情感来解读照片，从而进入现象学的思考之中。他提

出了“意趣”（拉丁文 studium）和“刺点”（拉丁文

punctum）这一组意义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照片中的

要素使得观众产生了一般的兴趣和感动，这种感动和情绪

是通过道德和修养的理性中介产生的，带有普遍性；后者

是指照片中某种“细节”或者“时间”错位刺痛了观众内

心最柔软处，带有偶然性。意趣跟文化修养有关，刺点跟

个人经验有关，刺点可能减弱或加强意趣。《明室》极力

挣脱符号与文化的束缚，对照片所展示的表象进行极为主

观和私人化的分析和探讨，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摄影的根

本特点、一般规律提供了理论源泉。

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同时是

小说家、画家和诗人，他时常以大众媒介和文化资讯为研

究对象，讨论的内容不只是传统的艺术类别，比如绘画、

雕塑等，还包括广告、新闻、文学、摄影、电影、电视等，

擅长以散文的优美笔触来阐述精辟的论点。他涉及摄影的

主要论著或与他人合作的论著有《观看之道》（Way Of 

Seeing，1972）、《看》（About Looking，1980）、《另

一种讲述的方式》（Another Way Of Telling，1982）

等，阐释的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影像与文本、摄影与观看、

视觉与文化、艺术与政治等的互动关系。摄影图像“引用

现象”“多义性”的特性以及记录瞬间与观看瞬间的“非

连续性”，使得照片拥有了一种与符号、文化系统中的讲

述方式不同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法国摄影史学者、策展人和教育家安德列·胡耶

（André Rouillé）2005 年的著作《摄影：从文献到当

代艺术》（La Photographie: Entre Document Et Art 

Contemporain）是较早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探讨摄影的理

论专著。该书从历史脉络和现实演变的广阔视角来研究摄

影，探究了“文献摄影”与“表现摄影”的关系，“摄影

师的艺术”与“艺术家的摄影”的差异，以及摄影如何从

实用性工具的属性中解放出来，并逐渐成为当代艺术领域

还有一类是从纵向的演进轨迹和横向的发展面貌来对

摄影理论进行编纂和梳理，如龙憙祖编著的《中国近代摄

影艺术美学文选》（1988），那日松主编的《中国摄影批

评选集》（2013），顾铮、林路主编的《中国摄影大系：

理论卷》（2013），以及历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等。

摄影之外

摄影对于器材和技术的依赖性，使得其发展离不开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摄影器材的更新换代。同时，摄影的演变

和进展又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的发展息息

相关，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同的摄

影门类又会与相应的学科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比如民俗

摄影与民俗学、影像调查与人类学、画意摄影与传统艺术

（特别是古典和现代绘画）、超现实影像与心理学和精神

分析学、当代摄影与当代艺术及其相关理论等。摄影，并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独立自由地演进到现今这个样貌的。在

这个信息时代，摄影与现实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关系更加密

切、更加复杂了。跳出摄影来看摄影，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和洞察。

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阅读学习和了解摄影之外的知

识呢？

首先是艺术。要了解艺术史，掌握艺术从古典主义、

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演变脉

络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特别要关注与摄影有紧密联系的绘

画和电影。同时还要学习相关的艺术理论，了解艺术理论

的演变路径和主要流派，特别要关注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

术的相关理论问题。

其次是其他学科。要了解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当代

史，这是了解摄影乃至艺术发展史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根据自己摄影学习、创作和研究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所

在作出选择，较为深入地学习相关的学科知识，比如人类

学、社会学、民俗学、符号学、传播学等。

摄影之外的图书更如浩瀚的烟海，整理难度极大。如

有机会，另文尝试吧。

需要注意的是，看书与拍好片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

关系，不是说看了很多书，就能掌握创作的范式和标杆，

就一定能拍出好片。摄影是实践性很强的视觉艺术创作活

动，没有标准的程式和现存的捷径可走，需要经过不断的

学习和探索，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主题提炼和视觉

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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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照相机

19 世纪 40 年代，摄影术开始传入中国，

从这一时期开始长达 50 多年的时间里，中

国的相机都是舶来品的天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我国民间工匠开始制造木质镜箱。

进入 20 世纪以后，上海等地开始生产以“双

龙”“仙乐”“万林”为代表的国产相机。

随着新中国成立、民族工业恢复，自 1956

年起，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哈尔滨、

南京、杭州等地相继成立新型照相机生产厂，

新中国照相机工业拉开序幕。截止到 1985

年，中国共有 100 多个厂家生产了 100 多

个品牌的 700 多款照相机。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国际市场竞争，

各大照相机厂家逐渐淡出了民用相机的生产

市场。

编者注：为呈现丽水摄影博物馆历年收藏、研究成果，介绍世界摄影、中国摄影、丽水摄影

发展历史，特推出本栏目。“

“
大来 35 毫米旁轴照相机 1956 年

大来双镜头反光照相机 1957 年

七一 120 折叠照相机 1956 年

幸福 I 型简易照相机 ( 第 1 版 ) 1956 年 幸福 I 型简易照相机 ( 第 2 版 ) 

华山 35 毫米简易照相机 1958 年 上海 58-2 型 35 毫米旁轴照相机 1958 年

紫金山单反照相机 1958 年 上海 201 折叠照相机 1959 年

长虹 120 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 1961 年 长乐 120 双镜头反光照相机 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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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古堰画乡杯”
瓯江行丽水摄影大展征稿启事

莲都区地处浙西南腹地、瓯江中游，为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

国文明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休闲之乡、摄影之乡、油画之

乡、水果之乡、长寿之乡。全区总面积 1502 平方公里，

辖 5 乡 4 镇 5 街道，208 个行政村、28 个城市社区，常

住人口 48.1 万。

生 态 优 越。 莲 都 生 物 多 样 性 丰 富 , 森 林 覆 盖 率

76.9%。九龙湿地是丽水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全域基本

为Ⅰ类、Ⅱ类水。成功入选全国第四批“中国天然氧吧”

名单。市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 16 年全省第一。

产业绿色。建成古堰画乡、东西岩两个国家4A级景区，

万洋低碳特色小镇全速建设，“农米良品”、安派科在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创成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

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省美丽乡村示范县、省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示范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县，入选部省共建乡

村振兴示范省先行创建区。

文化多元。通济堰是浙江省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

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有原中共浙江省委机关

等革命旧址，周恩来、粟裕、刘英等在此留下足迹，为革

命老根据地县。有 38 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

全省第二。有中国第一家摄影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摄影

之乡，连续 9 次举办国际摄影文化节。为“丽水巴比松画

派”发源地，巴比松油画两次走进法国。

■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丽水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中共莲都区委宣传部

协办单位：丽水市文联、丽水市文广旅体局、丽水摄

影博物馆、丽水市摄影家协会、莲都区文广旅体局、莲都

区文联

截稿时间：2021/8/15

■ 征稿细则

1、投稿者不限性别、年龄、地区、职业，国内外专

业摄影师、业余摄影爱好者、旅游者均可投稿。

2、作品形式、风格不限，单幅、组照均可，彩色、

黑白均可。组照指以多幅照片阐释一个主题，而不是简单

的数量堆积，每组数量 4 ～ 10 幅。

3、作者通过丽水摄影网 2021.lsphoto.org 进入活动

官方网站，并按要求注册填写个人真实信息，主办单位保

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公开信息。2021 年瓯江行投

稿注册用户可在参赛平台直接登录。

4、用户注册后在投稿平台上通过上传图片进行投稿。

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色彩模式为 RGB），图片大小不

超过 2M，文件名不要使用过长的中文名称，图片最佳边

长为 960-1500 像素。

5、本届展览投稿分外地组和本地组两个组别，本地

组限为丽水籍 ( 身份证所在地为丽水 ) 作者参加，非丽水

籍作者全部归入外地组。投稿人可依据不同情况，自行选

择投稿类别，同一作品 ( 组照、单幅 ) 不得重复投送其他

类别。

6、组别设置及技术要求：

本地作者风光组：反映任何地域的地理风貌、生态环

境、自然风光、社会景观、人文风情的作品均可投稿，拍

摄地点不限。作品须以尊重客观真实为原则，在不改变环

境要素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后期调整。

本地作者综合组：

①记录类：类型包括新闻摄影、纪实摄影、以纪实摄

影为呈现方式的观念性作品，其特征为真实记录、再现现

场，投稿提交作品时须选择“记录类”选项。

②非记录类：不以纯粹记录再现为目的，其特征为追

求唯美形式表达、创意、当代艺术观念、抽象写意，投稿

提交作品时须选择“非记录类”选项。选择“记录类”选

项作品，拍摄地点不限，但不能通过电脑像素移植替代的

方法改变作品原始面貌，从而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仅允

许进行反差、影调、饱和度等的适度调整，组照作品中如

有部分单幅作品超出拍摄时间范围的，视整组作品均不符

合拍摄时间要求。选择“非记录类”选项作品，可以使用

后期合成，合成的幅度、所使用素材拍摄时间、地点不限，

但作品须在 2021 年 8 月 1 日以后首次公开发布。组照作

品中如有部分单幅作品超出创作时间范围的，视整组作品

均不符合创作时间要求。作者在选择投稿类别时，作品如

与类型不符，将有可能被取消评选资格或入选资格。

外地作者风光组：所有投稿作品均须拍摄于丽水全市

各县、市、区范围，其内容须反映丽水的地理风貌、生态

环境、自然风光、社会景观。作品须以尊重客观真实为原

则，在不改变环境要素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后期调整。

外地作者纪实组：所有投稿作品均须拍摄于丽水全市

各县、市、区范围，其内容须反映丽水的社会风貌、民俗

风情、人文精神。作品须以尊重客观真实为原则，不得在

裁切构图范围内对画面元素进行增加或删减，仅允许进行

反差、影调、饱和度等的适度调整。

以上四个组别，除本地作者综合组之“非记录类”有

特殊规定外，其他所有组别作品均须在 2020 年 8 月 1 日

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间拍摄。所规定的拍摄地点限制、

拍摄时间限制、后期处理幅度、作品立意角度等度量把握

由评委和技术人员在评选过程中及评选结束后评判衡量。

7、投稿时间自投稿平台开通之日起，收到作品截止

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 24:00 整。

8、评审委员会为评选最终评判人，评选结束后可酌

情要求入选者提交未经任何改动的底片或者原始数字影像

以供审查鉴定，未提交或未通过审查的，主办方有权取消

其入选资格。

9、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

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

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投稿者应承担由其稿件及投稿行为

所引发的一切后果与责任。

10、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一经发现

立即取消入选资格。“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

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

反法律、道德、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

11、违反征稿规则者，特别是冒名顶替者，主办方将

视情节取消其入选资格，且永久谢绝投稿，并在相关媒体

上予以公布。

12、所有入选作者将获作品集 1 册。所有入选的作品，

主承办单位有权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展览、复制、发行、

放映、信息网络传播等），并不另行支付报酬；所有入选

作品如涉及著作权、版权、肖像权或名誉权纠纷，均由作

者本人自行负责。

13、 本 地 组、 外 地 组 分 别 评 审， 入 展 比 例 各 占

50%，相关工作人员、评委及其直系亲属不得投稿。

14、本次大展不收报名费、不退稿。

15、作品入选本次大展的，可获得申请加入中国摄影

家协会的相应积分，具体分值参照中国摄影家协会有关入

会规定。

16、凡投稿者，即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

定。

17、本次活动的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 入展荣誉

本次大展共评出入展作品 120 件，其中本地作者风光

组 30 件、本地作者综合组 30 件、外地作者风光组 30 件、

外地作者纪实组 30 件。每件入展作品均将获得 1000 元

人民币稿酬并颁发入展证书。

注：以上稿酬均为税前，个人所得税由作者自行缴纳。

■ 相关事宜

展览评选结束后将在瓯江行官方网站 2021.lsphoto.

org 上公示，为期一周。公示期间设立专用信箱，受理实

名举报。最终结果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 作品特别收藏提醒

为了鼓励更多摄影人创作反映丽水生态、风貌的优秀

作品，在莲都区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2021 年瓯江行丽

水摄影大展结束后，丽水摄影博物馆将从四个组别入展作

品中共选出 20 件作品进行收藏，其中本地作者风光类和

外地作者风光类作品各 4 件，作品必须拍摄于莲都区境内；

本地作者综合类和外者作品纪实类作品各 6 件，本地作者

综合类作品素材必须取材于莲都区境内，外地作者纪实类

作品必须拍摄于莲都区境内。所有被收藏作品提供创作扶

持经费壹万元人民币整（含税），并颁发丽水摄影博物馆

收藏证书。



征稿2021 / 1 /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7574

■ 采风路线推荐

A 线采风路线

大港头镇（古堰画乡国家 4A 级景区、利山畲族村国

家 3A 级景区村）—碧湖镇（九龙国家湿地公园、通济堰、

欢庭·下南山原生态度假村、碧湖老街）—峰源乡（赛源

村赛坑古民居、猕猴峡）

B 线采风路线

太平乡（巨溪村三岩寺景区、红色革命发源地、太平

白枇杷蜜桔产业基地）—雅溪镇（库川行政村、上金竹村、

西溪村）—仙渡乡（梅田岭头村、董弄村大姆山）

C 线采风路线

老竹镇（东西岩国家 4A 级旅游区、新屋村古民居、

白莲精品园）—丽新乡（占湾鲤鱼山畲寨）

D 线采风路线

紫金街道（童年小镇、南明湖、古城岛、厦河塔、开

潭村沿线）—岩泉街道（好溪堰、里佳源叶平头村轩德皇

菊种植基地、陈寮山、括苍古道）—黄村乡（池岭村、黄

村水库）

E 线采风路线

万象街道（南明湖、南明山、七条“处州小巷”）—

白云街道（白云山、步云岭观景台）—联城街道（路湾村

浙江第一古樟树、一吻千年景点、港口新村、宣平溪河道

沿线区域）

■ 拍摄点介绍

古堰画乡（国家 4A 级景区）

主要拍摄自然风光，四季皆宜，游客和采风写生人员

以 5 月和 9、10 月较多，老街有原住民生活，富有生活气

息，还有中高端民宿、咖啡厅、书店等，有文艺气息。

大港头镇采风联络员：吕露莹  15857878505

峰源乡采风联络员：朱静  15355585696

交通路线：丽水客运东站—峰源乡赛坑古民居，距离

市区约 54 公里，猕猴峡距离市区 63 公里。

巨溪村

景区内奇峰丹崖、深涧幽谷，其天然景观错落有致，

有胡公洞、石大门、马鞍峰、神龙峰、穿心洞、赤湖等诸

多景点，更有一家藏在山谷里的民宿——天师楼。巨溪也

是浙西南的红色革命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

曾经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战斗的足迹。自然景观与传统文化

相融合，让游人既赏景，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太平乡采风联络员：宋玉玲  15757124291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太平乡巨溪村，距离市区

31 公里，公交车 28 路 → k302 路。

西溪村

西溪村位于莲都区北部，离市区 30 公里。西溪历史

悠久，遗存明、清、民国时期古民宅、古祠堂、古寺庙等

共 148 处，面积约一万平米。其中古民宅 43 处，有 10

处为省级文保单位。西溪环境优美，村庄整洁，文化底蕴

深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个十分适宜休闲养生的福

地。

雅溪镇采风联络员：郭伟平  13867077366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西溪村，距离市区 30 公里，

公交车 301-2 路。

梅田岭头村

梅田村一到春季，漫山遍野的桃花引来大量游客。仙

渡乡连续八年在梅田岭头村组织了“春到仙渡赏桃花，夏

到仙渡品仙桃”等系列活动，精心打造桃文化，有力地推

动桃产业发展，把特色文化与乡村旅游休闲有机融合起来，

拓展观光型休闲农业。

仙渡乡采风联络员：徐露清  18357897030

交通路线：丽水客运东站—梅田岭头村，距离市区约

38.6 公里

东西岩（国家 4A 级旅游区）

东西岩风景区属典型的丹霞地貌，因东、西两岩石对

峙而得名。景区内险峰绝壁、穹隆崛起、怪伟环峙、宏奇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古堰画乡，距离丽水市区

28 公里，公交车 203 路 /k203 路。

利山畲族村（国家 3A 级景区村）

主要拍摄村内荷花塘和徽派建筑，时间以 6-8 月荷

花盛开时为宜。

大港头镇采风联络员：吕露莹  15857878505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利山畲族村，距离丽水市区

约 20 公里，公交车 203 路 /k203 路。

九龙国家湿地公园

九龙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于瓯江的自然江段，是八百里

瓯江的精华所在。沿岸分布大量的浅水河滩、泛洪湿地、

水道等典型湿地，江中的 9 片泛洪湿地面积 360 公顷。公

园内有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公园总面积约 16.86 平方公

里，其中水域面积 5.96 平方公里。

九龙湿地公园是一幅竖立江中的立体山水风景画卷。

瓯江水流蜿蜒曲折，水质清丽明净，江岸两侧层林叠翠，

江中流水、沼泽、河滩、湿地千变万化。公园内有丰富野

生动植物资源，已知鱼类有 84 种，鸟类有白鹭、苍鹭、池鹭、

白鹇、喜鹊、麻雀、乌鸦等，还有哺乳类、爬行类、两栖

动物蛙类等野生动物资源。其中鼋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据记载在联城街道苏埠一带有分布。

大港头镇采风联络员：纪学敏 13857075180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九龙国家湿地公园，距离市

区 8—30 公里，公交车 17 路 -207 路 /k207 路。

猕猴峡

猕猴峡距市区 63 公里，距赛坑古民居 14 公里，可

先到赛坑古民居拍摄，然后去猕猴峡拍摄。赛坑于明末清

初建村，坐落在一个圆弧形山坳里，青山为幕，绿树成墙，

村中老屋一律依山而建，高高低低。因而有“江南小布达

拉宫”之美誉。

赛源猕猴峡小岭根，不得不被这里的高山峻岭所折服。

峡谷深数百丈，谷壁片麻岩层层叠叠，抬头远望，山峰林

立，云天一线，峰云相间，清澈的溪水从远处翠绿的山林

间流淌而来，缓缓地述说着山的刚毅、云的温柔。这就是

赛坑村这个江南民居村落的独特魅力。

壮观，集奇、伟、怪、险为一体，十分壮观。景区处于全

国最为集中的少数民族畲族聚集地老竹镇，老竹镇是丽水

市的畲族建制镇，是集观光、度假、休闲、地质科考、畲

乡风情、红色之旅为一体的著名旅游胜地。

东西岩采风联络员：雷项颖  15728075866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东西岩风景区，距离市区

28 公里，公交车 310 路。

新屋村古民居

新屋村以南乡革命纪念馆为主线，古民居建设、民宿

特色村建设和四季田园风光为支点，全力打造红色旅游为

主题的特色文化休闲村落。新屋村内古民居建筑共有 6 幢，

是清朝至民国时期修建，保存较为完好的是 32 号古民居、

郑氏宗祠、郑智浩烈士故居。

新屋村采风联络员：郑少锋  15988019762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新屋村，距离市区约 27 公里，

公交车 205 路（环）。

老竹镇白莲精品园

老竹镇白莲精品园是集白莲种植、品种展示、农业休

闲观光等为一体的莲文化休闲养生基地，总面积达 380 余

亩，莲花品种 100 多个。每年举办的“处州白莲节”通过

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挖掘和弘扬“处州白莲”深厚的文化内

涵，打造具有浓郁特色的莲花生态养生旅游景区，打响“处

州白莲”这张金名片，提升“秀山丽水、养生莲都”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莲都园采风联络员：雷项颖  15728075866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老竹镇，公交车 313 路 /

k313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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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丽新，魅力畲乡

历经蜕变的丽新乡，站在全新的起点上谋划未来美好

蓝图。充分发掘自然资源禀赋，重点突出山水田园风光，

着意彰显特色畲族文化，一个主打“自然和民族”气质的

“山水丽新，魅力畲乡”逐渐成型。

丽新乡采风联络员：黄乙轩  13758257609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丽新畲族乡，距离市区 35

公里，公交车 313 路 /k313 路。

黄村乡池岭村

池岭村由 3 个自然村组成 , 村中耕地多为低丘梯田，

通风透光条件较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和营养物质的积累，

可种植高山蔬菜 , 得天独厚的环境使池岭的笋干备受好

评；村内有一棵千年银杏是村中一大特色，属国家一级保

护植物。春季油菜花景色优美。

黄村水库位于黄村东，距村子不到一公里，大约有

八百多亩。

黄村乡采风联络员：孙夏颖  17816850072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黄村乡池岭村、黄村水库，

距离市区 22 公里，公交车 K501 路。

轩德皇菊种植基地

位于岩泉街道里佳源叶平头村，海拔 400 多米，自

然环境优越，空气清新，土壤肥沃，是轩德皇菊的种植基

地，最佳拍摄日期 11 月份。

岩泉街道采风联络员：吕思静  15869221756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岩泉街道里佳源叶平头村，

距离市区 20 公里。

陈寮山

陈寮山位于丽水市区北面，现在和市区已经“零距离”，

与白云国家森林公园连为一体，风景秀丽，至山脚的交通

便利，近年来来此登山锻炼、远足游玩的人群一直络绎不

绝。市民几乎在市区就可以穿越林海、登高望景，一路感

受高山带来的季节、温度、景色的切换。

岩泉街道采风联络员：吕思静  15869221756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陈寮山村，距离市中心直线

距离约 10 公里。

白云街道采风联络员：陈洁  13957077793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白云山，距离城区 5 公里，

公交车 1 路。

千年古樟树  一吻千年

南明湖北岸（路湾村—港口村沿岸区域）距离城区

5-10 公里。区域内可供拍摄的位置包括，路湾村浙江第

一古樟树、路湾段最美赛道、敏河村一吻千年景点、港口

新村港口花海（美丽乡村建设主题），港口村民宿可以吃

饭住宿。

南明湖  童年小镇

从紫金大桥 - 古城岛 - 厦河塔，彩虹桥 - 高铁桥 -

开潭村 - 开潭水电站沿线，夜晚时间两岸灯光尤其紫金大

桥 - 古城岛 - 厦河塔段，与明月相衬，景色宜人。

紫金街道采风联络员：陆志强  13625887511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紫金街道河村村，距离市区

约 5 公里，公交车 27 路。

南明山

南明山位于丽水市莲都区城南 1.5 公里，1985 年被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首批省级风景名胜区。景区总面积

12.2 平方公里。南明山与丽水城隔瓯江相望。山上寺阁掩

映于丛林，古迹隐现于丹崖，素有“括苍之胜”美誉。山

上有巨石长 10 余丈，横架岩间召唤梁，称石梁。石梁上

有名人真迹。

万象街道采风联络员：兰叶乐  13867060731

交通路线：乘坐 1 路和 26 路公交到终点站即到，高

铁站出发乘坐 2 路 207 路公交到水南村站可换乘 1 路 26

路。

七条“处州小巷”

桂山路有着近千年的历史，民国年间叫文敦街。因清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在此建有“圭山书院”，而丽水

方言中“圭”与“桂”同音，1981 年被命名为桂山路。

桂山路上的摄影文化展示，与不远处的丽水摄影博物馆相

得益彰。

万象街道采风联络员：兰叶乐  13867060731

交通路线：2 路、5 路、205 路、206 路、208 路、209 路，

万象山公园站下车，向东步行 200 米左右。

白云山

在白云山之巅，海拔 500 米，属三面环山，一面向阳，

集山、水、林、寺于一体的山中台地，占地 150 亩。春季

二月到四月，从白云山脚沿步云岭向上攀登至步云岭到观

景台，可以由上而下俯视整个丽水城。当你站在高山之上，

总揽山脉连绵自远而近，延伸而来。近处色墨、渐翠、后

绿，葱葱翠翠，若青龙入城。楼房依山而建，散落掩映于

山间。在云雾缭绕中，若“如意”翠玉，镶嵌于山城间。

宣平溪河道沿线区域（瑶畈村汝河—竹道村草坪）距

城区 15-23 公里，宣平溪河道景色优美，河道的原始自

然景观保护完好，是美丽河道的典型代表，区域内可供拍

摄的位置包括瑶畈村汝河太极湾景点、瑶畈黄村夫人山石

斛养生谷（农旅融合主题），瑶畈黄村夫人山可提供吃饭

住宿。

联城街道采风联络员：李俊燕  13957082884

交通路线：丽水莲都区—联城街道（路湾村—港口村

沿岸区域）距离市区 5-10 公里，公交车 28 路。

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是 1981 年经中国文化和旅游

部（原中国文化部）批准设立，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

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国

际摄影展览。

中国第 18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以下简称“国际影

展”）由中国摄影家协会、江苏省文联和无锡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中国摄影家协会对外联络处、无锡市委宣

传部、无锡市文联、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共同承办，将于

2021 年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举行。本届国际影展旨在综

合呈现世界各国近年来在摄影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

各国摄影家在摄影艺术领域的探索和实践成果，促进世

界各国摄影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   

现诚挚邀请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摄影团体、摄影家

投稿。

■ 时间

截稿：2021 年 4 月 30 日

评选：2021 年 5 月

公示：2021 年 7 月 

展览：2021 年第四季度

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评委无法按期参与

现场评审、嘉宾无法出席开幕仪式等，大展有关事项将

相应顺延。

■ 荣誉设置

本届展览设有三个单元，分别为“我和你”主题单

元、无主题纪实类单元和无主题艺术类单元，各单元入

展作品约 100 件，共约 300 件。每位作者可参加其中一

个单元或多个单元，同一作品不得报送不同单元。投稿

作品单幅、组照均可，一幅作品或一组作品为“一件”。

一组作品限 4-12 幅。每位作者限投稿 20 件。

每位入选作者，均可获得主办方颁发的证书和一本

收录本人作品的画册。

本届展览还设置组织工作先进单位或个人荣誉，约

10 个，授予对本届展览有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以上设置，组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因

违规等原因取消资格后，空缺名额不再递补。

■ 类别释义

1.“我和你”主题单元：

中国第 18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征稿启事
截稿时间：2021/4/30



征稿2021 / 1 /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7978

主题释义：我们同住地球村，我和你密不可分，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像可以消除民族和文化的隔

阂，是人类共通的语言。让“我和你”用摄影汇聚属于

全人类共同的情感。

（参加此类别评选的作品需围绕“我和你”的主题

释义进行创作，对创作技法不作限制）

2. 无主题纪实类单元：

纪实类释义：纪实摄影是指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关注

社会生活、自然环境生态、民俗风情等各类题材的作品。

涵盖新闻摄影、专题报道摄影、社会人文纪实摄影、自

然纪实摄影等。提交纪实类作品请注意查看“规则”下

第 7、8 条。

3. 无主题艺术类单元：

艺术类释义：艺术摄影是指为表达审美意趣、倾诉

主观情感而创作的作品。题材可涵盖人文景观、民俗风

情、人物、静物、动植物、自然环境等，也包括创意影像、

观念影像、实验性影像等。对创作技法不作限制。

■ 规则

1. 投 稿 方 法 : 请 登 录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网（www.

cpanet.org.cn）首页，进入“中国第 18 届国际摄影艺

术展览”专区，根据提示，注册并填写相关信息、上传

作品。本届展览只收电子文件，文件格式要求为 JPEG，

文件长边为 1024 像素。

2. 本展览不接收已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历届国

际摄影艺术展览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入选的作品。

3. 参选作品必须是投稿者本人独立完成的作品，并

对其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同时要

保证作品没有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4. 所有投稿作品严禁利用任何技术方法使用他人作

品的全部或局部影像。凡因违反上述规定而导致相关纠

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投稿者本人承担。

5. 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

国家法律、社会道德、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情形），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一切资格。

6. 对于存在著作权问题以及其他严重违规情况的，

组委会将取消投稿者的入选资格，并在媒体上通报；情

节特别严重者，将禁止其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所

有展览活动两年直至终身。

7.纪实类作品不得对原始影像内容进行增加或删减。

在后期制作中，对影调和色调等的适度调整，以不违背

拍摄对象客观真实属性为准。彩色可以整体（不可局部）

转变为黑白（或单色）。每件作品除标题外，应有简要

说明（100 字以内，包括时间、地点、事件要点）。

8. 纪实类入选作者须在接到通知后的规定时间内向

组委会提供作品原始影像文件。原始影像必须是作者本

人用摄影器械拍摄的、未经任何软件处理的、含有拍摄

机型、拍摄时间、相关参数等完整原始数据的文件。对

不能按规定时间和要求提供原始影像文件的，即视为自

动放弃一切资格。 

■ 展览评选

组委会将邀请若干名国内外著名摄影专家组成评选

委员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所有征集到的符合

本征稿启事规定的摄影作品进行评选。 

■ 相关事项

1. 本届展览国内入选作品可计入中国摄影家协会入

会申请积分。国外入选作品可作为申请加入中国摄影家

协会荣誉会员条件之一。2. 本届展览拟入选作品计划于

2021 年 7 月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网（www.cpanet.org.

cn）上公示，为期一周。公示期间设立专用信箱，受

理实名举报。公示期满后，入选结果将在中国摄影家协

会网等中国摄影家协会所属媒体上公布。3. 主办方有权

在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其他

活动中，以复制、发行、展览、放映、网络传播、汇编

等方式对入选作品进行使用，并不支付报酬。4. 凡投稿

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启事所有规定。5. 组委会对本

征稿启事及本届展览的有关事项，具有最终解释权。 6.

联系方式：中国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中国摄

影 家 协 会 对 外 联 络 处（ 邮 编：100007） 电 话：010-

65255117、65141380 咨 询 邮 箱：cpacontest@126.

com（此邮箱不接收投稿）  联系人：陈静、王永杰

2020“画意中国”摄影大展

“中国摄影大师”郎静山，1892 年生于江苏淮安，

是中国早期在国际摄影界产生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代表

人物之一，他独创的“集锦摄影”手法，是将中华传统与

西方传来的摄影术巧妙结合的、具有东方文化底蕴的摄影

语言方式。

 郎静山作为一名文化传承者，作为 20 世纪早期摄影

可能性的探索者，在传统文化滋养下，以中国绘画传统来

创作摄影，充分体现着一份“摄影心，中国情”。

作为中国南北交会的重要地标城市，淮安近年来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文化事业，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

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淮安有关

方面斥资建设的郎静山艺术馆，更是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

以摄影家名义建设的综合性摄影文化展示和交流场所。

为了更好地打造摄影品牌，推动淮安经济社会文化各

项事业的发展，更好地传播淮安形象，提升淮安的文化软

实力，推动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发展，打造淮安独一无二

的名人摄影文化，中国摄影家协会特与淮安市人民政府在

第三届“郎静山杯”中国新画意摄影双年展期间联合举办

2020“画意中国”摄影大展。

■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摄影家协会、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摄影报社、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淮

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淮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淮安

市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慈善总会、淮安市

旅游协会、淮安国际摄影馆

协办单位：江苏省摄影家协会、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淮安市摄影家协会 

官方网站：诠摄汇网（dz.cppfoto.com）

战略合作媒体：人民网图片频道、腾讯网图片频道、

截稿时间：2021/4/20

新浪图片、搜狐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网、影像中国网、

中国青年网、中国网图片中心、中国新闻图片网、中国报

协网、未来网、中国国家公园网

中国摄影报自媒体：中国摄影报微信公众号、中国摄

影报活动微信公众号、新华号、人民号、头条号、新浪微

博

征集推广平台：手机影像 APP、千途 APP

■ 征集主题

本次大展分为“画意中国”、“画意淮安”两个主题，

征集展示和演绎全国及淮安的山水风景、人文特色、城市

精神及文化内涵等主题的摄影作品。作品须注重对中国精

神、中国气度、中国文化的中国式影像表达，体现美学情

感、摄影智慧，注重技术运用、精确构思，追求艺术表达、

意境营造，有相应情感表现力，鼓励体现东方审美意趣。

■ 征稿时间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4 月 20 日（投稿须在此期间

送达）。

入展作品荣誉设置及稿酬

1.“画意中国”类：70 幅 / 组，稿酬各人民币 1000 元。

2.“画意淮安”类：50 幅 / 组，稿酬各人民币 1000 元。

入展作品均颁发荣誉证书，可按中国摄影家协会之规

定累计入会申请积分，入展作品稿酬由中国摄影报社向入

展投稿者给付，并从其中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投稿须知

1. 新画意摄影强调艺术层面的表现力探索和诗意化象

征，注重情感、观点等的主观表达，鼓励应用各种技术手段。

2. 鼓励从画意摄影传统出发的探索与创新，鼓励与当

下时代主题相吻合的创新表达。

3. 作品创作时间不限，鼓励近期创作的摄影作品。单

幅、组照不限，组照每组限 10-20 幅。谢绝投送曾在历

届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报社参与举办的淮安摄影

大展中入展的摄影作品。

4.“画意中国”类作品须取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内；“画意淮安”类作品须取材于淮安市行政区划内，

并能指明具体拍摄地点。对于拍摄地域存疑的作品，投稿

者应与主办单位委托的律师共赴拍摄地，经勘察确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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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地域范围内拍摄的，有关律师费、差旅费等由主办

单位承担；经勘察无法确定作品在指定地域范围内拍摄的，

有关律师费、差旅费等由投稿者承担；投稿者未配合勘察

的，其资格将予直接取消。

5. 主办单位将统一调取拟入展作品的大尺寸数字文件

（JPG 最高格式压缩文件建议不低于 5MB）。请投稿者

接到主办单位通知后务必将大尺寸数字文件（胶片拍摄的

请扫描底片）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国摄影报社提交，逾期

不提供者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6. 该展实行作品公示制度，拟入展作品公布之前将在

该展官方网站（诠摄汇网）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并在此

期间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满后，中国摄影报将刊登入展

作品精选、诠摄汇网将公布入展名单。

7. 主办、承办单位有权在著作权存续期内，以复制、

发行、展览、放映、信息网络传播、汇编等方式，在与本

展览相关用途中使用入展作品，并不再支付报酬。

8. 禁止该展的评委及其近亲属投稿，一经发现随时取

消一切资格。

9. 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

的整体及组成部分均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

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

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10. 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一经发现

将立即取消入展资格。“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欺诈性质等一切

违反法律、道德、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形。

11. 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定的，不能参选；已入展的，

将予取消资格；主办单位有权收回作品稿酬、荣誉证书等，

并可在媒体上通报。

12. 该展不收参加费，不退稿，且不退存储介质。投

稿作品在邮寄、发送过程中损毁、灭失或迟到、未到的，

相关损失及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13. 本征稿启事解释权属于主办单位。凡投稿者，即

视为其已同意本征稿启事之所有规定。

■ 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审。

■ 投稿方式

1. 网络投稿：

官方网站：作者可在诠摄汇网（dz.cppfoto.com）中

国摄影报摄影大展专区 2020“画意中国”摄影大展中注册，

并按要求填写真实个人信息后上传作品。主办单位保证不

公开或泄露投稿个人非公开信息。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

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 800—1000 像素，文件大小控制在

200-500KB 以内。

推广征集平台：投稿者亦可在手机影像 APP、千途

APP 中注册并参与投稿。

2. 光盘、U 盘投稿：

光盘、U 盘包装盒上注明该展名称，每幅作品文件名

处注明作品标题，同时提供作者资料及投稿作品表（word

文档）。投稿作品为 JPG 格式，图片统一处理为长边

800-1000 像素，文件大小控制在 200-500KB 以内。无

相关资料的投稿作品，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参评资格。

投稿作品以光盘（CD-R 或 DVD-R）、U 盘存储形

式邮寄至：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中国摄影报社

活动项目部 2020“画意中国”摄影大展办公室收（100007）

投稿热线：010-65251661

3. 网络、光盘投稿不得重复。

纪念丽水撤地设市二十周年暨丽水市第四届摄影艺术展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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