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奖：飞舞 赵冬荣

评委点评：这张图片在简单的现场，巧妙地利用了玻璃的反射，
丰富了画面，同时抓取了动态瞬间。所以说，场景是可以创造的。

铜奖：小小摄影师 李 枫

评委点评：就在百分之一秒的瞬间，摄影师记录了这孩子
从面孔到体态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明明白白地告诉观者孩子
快活欢乐的面容透出的自信，大踏步地向前记录了他的步伐与
速度，如果十年后这孩子真的爱上摄影这个行当，他也是一个
自信而成功的摄影师，可能他就是我们的后来者。

银奖：粤韵风华 蓝远峰

评委点评：广州是座具有 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里人杰地灵，岭南文化粤
韵悠扬传承至今……主体与背景的虚实呼应，将历史与现实拉近。时空流淌，瑰宝永
存，这仿佛是绕梁三日的画外音。

金奖：小蛮腰 纪一凡

评委点评：简洁、阳光、鲜艳、时尚……恰到好处的蓝充满着想象力，是这幅作品给人的第一印
象，它蕴含的元素和活力真能代表广州形象和广州精神，因而是“最文艺”的，夺魁当之无愧。

最文艺区奖：古城新颜 潘文峰优秀奖：你来我往 覃光辉 优秀奖：月光曲 蓝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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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既有干净平安整洁有序的
国际范，也有风情文艺的大美气
质。由广州市文联等部门联合主办
的广州全国手机摄影大赛自启动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经
过为期 3个月的作品征集，大赛主
办方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外摄
影发烧友的 6000多幅作品，掀起了
一场全民网络艺术的狂欢。

经过大赛评审委员会严格评
选及网友微信粉丝的投票，最终评
审出 106幅（组）入围作品。这些来
自普通百姓手机镜头中的定格图
片，以独特的视角聚焦国家中心城
市，通过“情景交融”“容情于景”的
手法，生动地呈现拍摄者心目中广
州城和广州人最独特的文艺场景。

活动主策划人、广州市文联主
席李鹏程介绍，广州这座古老而又
年轻的国际大都市，既有传统岭南
民俗文化的独特韵味，又能感受到
现代文明的强烈活力。通过手机大
赛形式，以百姓手中镜头聚焦广州，
就是希望充分调动广大百姓的文艺
情怀，用手机拍摄记录，共同勾画出
一幅“最文艺广州”的活地图，共同
发现广州这座千年历史之都和国际
化大都市的美。

106幅作品入围，大
学生作品夺得金奖

广州全国手机摄影大赛于
2015年 9月 29日启动，大赛要求参
赛者以独特的视角用抓拍的手法聚
焦广州这座国家中心城市，捕捉广
州气息、发现广州精彩、记录广州故
事，呈现拍摄者心目中广州城和广
州人的文艺之美。

到目前为止，大赛主办方官方
微信公众号“南国文艺”等平台，已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外摄影发
烧友的4108幅作品。

主办方介绍，组委会从 6000多
张投稿中审查核定符合参赛条件作
品 4108幅，专家评委会严格按照大
赛规则，本着公平公正、认真负责的
态度经过初评复评，从中精心筛选，
评选出 106幅（组）入围作品，其中
金奖1幅、银奖2幅、铜奖3幅、优秀
奖 20 幅、入围奖 80 幅。金奖奖金
10000元，银奖奖金 5000元，铜奖奖
金 3000 元；最佳人气奖奖金 5000
元，优秀奖奖金各 200元，入围奖奖
金各100元。

从作品来看，参赛者既有耄耋
之年的老人，也不乏“90 后”甚至

“00 后”。作品内容既有珠水边的
动感街舞，云山上的客家山歌，也有
大剧院的歌剧话剧，或西关大屋里
的私伙局吹拉弹唱，黄埔古村大榕
树下神采飞扬的讲述，某条小巷的
个人品鉴收藏馆……

开放的赛事和万元大奖，还吸
引了外地来广州旅游的游客，其中
还有一些外国留学生。现场操控的
无人机对千人进行大合照航拍，琵
琶二胡和芭蕾舞表演则与五羊石像
相映衬，也皆被摄入画面。

此次大赛最终评选出的金奖得
主是一位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
学生，其自荐理由是：透过创意园中
的雕塑仰望广州塔，拥有非同寻常
的视觉体验，恰好映衬了广州塔“小
蛮腰”这个别称。评审专家最终意
见认为：其蕴含的元素和活力，真正
能代表当下的广州形象和广州精
神，因而是“最文艺”的，夺魁当之无
愧。

现代时尚“小蛮腰”PK
千年粤韵镇海楼争得金奖

最文艺广州在哪里？此次大赛
收到的 4108幅作品从不同角度展
现了广州的文艺之美。其中，最受
关注的一等奖最终得主是：“广州
蓝”天空之下，透过创意园中一幅金
属镂空女性造型的雕塑为背景拍摄
的“小蛮腰”。

此次大赛评审专家之一、广东文
联艺术馆影像研究所所长陈金城介
绍，金奖得主经过了激烈的PK才最
终选定，在参赛者投送的作品中，还
有一幅以镇海楼为背景拍摄的千年
粤韵风华，其图片以粤剧公仔为主
图，背景构图为广州标志性建筑镇海
楼。评审时，不少专家们认为“该图
片主体与背景的虚实呼应，将历史与
现实拉近。时空流淌，瑰宝永存，仿
佛是绕梁三日的画外音”，特别能够
代表广州的千年文化文艺之魅。

为何最终镂空女性雕塑背景中
的“小蛮腰”图片获胜？评审专家经
过多次激烈的讨论认为，该图简洁、
阳光、鲜艳、时尚，恰到好处的蓝，充
满着想象力，是这幅作品给人的第
一印象，但整幅图给人想象丰富，其
蕴含的元素和活力，真正能代表当
下的广州形象和广州精神，因而最
能体现“最文艺”广州。

百姓手机镜头中的三
千幅图片，勾勒广州万千
魅力“四大美”

本次手机摄影大赛受到的关注
度非常高，百姓发现自己身边的广
州美的热情也非常高。从征集到的
4108幅作品内容来看，图片素材主
要来自广州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
民俗文化、创意活力四大类。

广州人文历史之魅：千年镇海
楼前的粤剧公仔，五羊雕塑前的现
代景观，中山纪念堂边的红棉美女，
古城墙下的舞者，五仙观组图等体
现出广州千年文化的历史厚重。

广州自然风光之美：公园里、绿
荫下，晨练者在翩翩起舞；海珠湿地
公园里，生机盎然的芦苇让广州街坊
今后不出城就能看到芦苇荡；周末白
云山上与书为伴；康乐园里的书香气
息；丝木棉花阳光下的青年情侣等作
品体现出广州无处不文艺。

广州民俗文化之奇：东涌咸水
歌，村民们在歌唱，体现了我们这个
时代多姿的风采；公园里荷香徐来、
大伯大妈们自弹自唱；沙湾古镇文
化节上，广州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荔湾湖上的龙舟赛；炭步镇塱头
古村古祠堂前的少年武术操练；秀
全公园里的私伙局表演等寻常百姓
日常的生活点滴展现出岭南文化的
特色。

广州创意活力之美：周末在珠
江边露营扎寨，雨后傍晚二沙岛珠
江的街头艺人；花城广场上奔放挺
拔的芭蕾快闪；公园里的耄耋之年
的金婚长者，大榕树下的长袖舞扇
大妈；看似平凡的下水道井盖在广
州年轻人的创意下变成了一组组疯
狂的下水道沙井盖；人气爆满的二
沙岛户外音乐节等，展现出广州人
的年轻与活力。

推动群众网络文艺发
展，让文化“种”进百姓心坎

为何举办一场以手机摄影为平
台的全国性文艺大赛？在移动互联
已成为当今人们生活主要的社交方
式潮流下，手机摄影就是百姓视野
中的镜头，既能展现中华文化的真
实性和多样性，也能让百姓生活变
得多姿多彩。

主办方介绍，以手机镜头为媒，
推动网络文艺发展，是顺应移动互
联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以百姓最
便捷的方式鼓励全社会参与到文化
发展、文艺建设中来，以适应时代社
交潮流和趋势，展现时代正能量与
主旋律风采。

李鹏程认为，“讲好中国故事、
展示中国魅力，树立良好形象”，网
络文艺同样是体现国家文化、城市
软实力的独特载体。手机摄影带动
的“全民摄影”网络文艺，将给社会
带来的影响很大。活动既能真实展
示人们多姿多彩的学习、工作、生活
实情，记录百姓生存状态展现中华
文化的真实性和多样性；又把摄影
还给基层百姓，表明艺术创作不再
高不可攀，也让百姓生活变得多姿
多彩，人人都能用照片为自己编一
本生动的影像传记。

未来，广州市文联还将推动以
广州手机摄影协会平台为媒，通过
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方式，积极组
织和推动手机摄影爱好者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记录广州
城市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记录丰
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展示广大人民
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假如并不事先说明，我们乍一欣赏
这些展现在面前的摄影作品，恐怕很难
想象得到它们原来都是手机摄影作品。
无论从光影、色彩、构图、场面、人物、风
景、角度、瞬间，乃至动感、广角等等，几
乎专业摄影艺术和技术的种种技法都在
这里得到了运用和体现。一方面我们能
够鲜明地感受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完
善，手机的摄影配置正在日新月异地发
展和完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真切地
感受到摄影艺术究竟是艺术，相机的大
小先进与否固然能决定摄影作品的质
量，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操作相机的
创作主体有怎样的艺术眼光和艺术能
力。也可以说，当数码相机普及时，其实
等同于发生了一次摄影艺术大众化、平
民化、普及化的革命一样，手机摄影在手
机配置上的普及其实再一次使摄影艺术
向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迈出了巨大的步
伐，并且正在而且必将引发摄影艺术的
再一次变革。

手机摄影不仅具有人人拍、人人参
与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且它还不断附
加上“自拍杆”“遥控”和与网络、微信、微
博等各种终端、推送发布相联结，使摄影
的拍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时空域限，进
入全媒体、全终端、全流程的时代。手机
摄影是我们这个时代“微”生活的又一利
器。它是微小的，像生活中的水滴，但是
这些微小的水滴又是如此丰富、如此生
动、如此充满活力、如此海量，所以它们
又是海洋般的壮阔。微生活构成了我们
的大世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鲜
明的特征。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手机摄影之
于摄影艺术本质和边界的影响和扩展，之
于时代与生活产生的变迁和变革，摄影人
其实是有所预感和预见的。无论是新闻
纪实性摄影，还是艺术摄影，本质上就是
影像的记录或美化的影像，优秀的摄影作
品最根本的元素在于精彩的瞬间（包括突
发的、罕见的、可遇不可求的人事或影像）
和绝美的画面（构图、色彩、形象）。世界
如此之大，如果只有若干职业摄影人从事
摄影，我们不知漏掉、遗失、丢弃了多少旷
世的作品和伟大的瞬间。所以，一旦进入
由手机摄影带来的全民摄影的时代，我们
又可以记录、留下、创造多少优秀的摄影
作品！而我们的人民大众一旦掌握越来

越多的摄影技术、艺术修养、美学趣味，他
们的文明素养必然极大提高，社会进步必
然极大提速。这就是手机摄影本身携带
的巨大的文明力量。所以，这些年来，各
种关于手机摄影的研讨、实践、活动正方
兴未艾。广州市文联就是这些先觉、先
行、先倡者之一。本版刊发的这些手机摄
影佳作即来自于他们的一次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手机摄影活动。

前不久，广州市文联联合广州市青
联、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市广播电视
台主办了一次以“最文艺广州在哪里”为
主题的全国手机摄影大赛。大赛开幕式
还同时宣布成立全国首个手机摄影协
会。这两个举措都可以说是领时代风气
之先。事实证明，这个活动产生了积极而
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参与者云集，特别是
年轻人踊跃异常。参加活动的不仅有广
州人，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手机摄影爱好
者，还有许多海外游客、华侨、港澳台同
胞，范围之广、人数之众超出了预料，说明
了手机摄影的确“时尚”。其次，海量的手
机摄影作品把“最文艺的广州”作出了全
景式的呈现，从建筑、地标、景观、园林、街
道、桥梁到山水、乡村、民居、古宅，从日常
生活到普通人物，从文艺表演到城市雕
塑，内容几乎无所不涉，时间和空间无限
打开，已然成为一部广州人文、艺术、生
活、文化的形象史。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件
件优秀，但留下来的丰富影像都可成为一
个特定时段珍贵而全面的记录资料。这
也是手机摄影除了艺术价值以外的“生活
史”的档案价值。第三，这次大赛也产生
了一批可圈可点的优秀摄影作品。有的
构思绝妙，有的光影独到，有的意境深远，
有的美轮美奂；有的角度别开生面，有的
题材新颖别致，有的瞬间精彩，有的画面
壮丽；有的小角度取胜，具有浓郁的“手
机”品质；有的反其道而行之，以“大”、以

“变化”、以“多彩”、以“深远”这些手机摄
影的“短板”为突破口，让人们忘记了手机
摄影的“手机”性，敢与专业相机一争
短长。

广州市文联这一次手机摄影比赛取
得成功，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新生
事物，高度关注手机摄影的无限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文艺资源
中心主任）

在广州的标志性建筑——越秀公园
的五羊雕塑前，千名参与者身穿红色摄
影 T 恤，举起手机——他们不是专业摄
影者，而是羊城热爱手机摄影的公众，在
见证由广州市文联、广州市青联、广州日
报报业集团和广州市广播电视台联合主
办的“最文艺广州在哪里”全国手机摄影
大赛的“开镜”仪式。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人人都是
事件的记录者和发布者。据主办方介
绍，活动旨在积极响应中央“大力发展网
络文艺”的精神，探索“互联网+”、新媒
体与艺术融合的新方法新手段，以“最文
艺广州在哪里”为主题，吸引了各年龄段
特别是“90后”参与者，还吸引了赴穗游
客和众多国外留学生。活动中，主办方
还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比赛并与参
赛者进行互动，利用新媒体，这对于创新
活动内容和形式都是积极的探索。

用手机随时随地拍照再上传到网
络，记录自己的生活、展示自己的心情，
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乐此不疲的
流行时尚——手机摄影，正在悄然改变
着许多人的生活。从最初通讯工具的附
加功能，到如今它已成为人们购买手机
时必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甚至以“即时
传播”的功能特性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
惯——它成为自媒体传播介质的快捷平
台，让普通人越来越意识到，摄影也是一
种社交语言，可以随时随地向人表达和
与人分享自己的情绪。

在移动互联时代，摄影已不仅仅是
一种艺术创作和一种传播媒介，它也是
摄影媒介本体的重大转变，就如同摄影
史上感光材料的拓展，相机从小型化、电
子化直至数码化一样，甚至它也在丰富
摄影艺术本体的类型——iPhone摄影大
赛的火爆表明，iPhone 摄影已逐渐成为
艺术，它是一种趋势，并且规模不断扩
大，甚至现在出现了不同的 iPhone 摄影
流派，以及不同的技巧和方法。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机摄影者在拍
照时的状态，就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把
玩”的态势；正是这种“把玩”，改变了摄

影者的创作状态，形成一种自由解放的
轻松和随时可拍的无限疆域，也正是这
种“把玩”，解除了相机对人的控制，把摄
影者与影像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

因此，手机摄影可以唤起更多人对
这一艺术的兴趣，不用高深的技巧，不用
尖端的设备，也可以享受创作和分享的
乐趣。当然，手机摄影并非毫无技术含
量，优秀的手机摄影作品也需要对构图、
角度、题材有深刻的理解。

从“把玩”的轻松有趣、参与性强的
基本状态出发，本次“最文艺广州在哪
里”手机摄影大赛要求参赛者用手机捕
捉广州气息、发现广州精彩、记录广州故
事。这一题材新颖、文艺又接地气，让摄
影作品的题材有了保证；而构图、角度等
方面，则需要摄影者通过手机屏幕，发现
广州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市的“文艺
面”——在这一方面，很多优秀作品都展
现了不俗的视角和画面质感——《街舞》

《双飞燕》展现出都市青年人动感活力的
舞步，而《我也来洗澡》《你来我往》也关
注都市生活，前者发现生活中的小趣味，
后者则在作品构图方面颇具冲击力；《雨
中的五色伞》《月光曲》《城市轨迹》《雨后
黄昏二沙岛》《东湖胜景》《冬日暖阳》等
作品，无论在氛围营造、色彩选择、构图
设计方面都有可取之处。获得三等奖的

《疯狂下水道井盖》系列取景城市井盖上
的卡通元素，通过小镜头发现小趣味；二
等奖获奖作品《指尖族》聚焦一群休息中
在玩手机的舞蹈女孩，朦胧的光影、模糊
的色彩和作者勾画的线条，充分显示出

“手机摄影”的特性；一等奖作品《小蛮
腰》选择广州城新地标，却别出心裁——
从镂空的女郎雕塑中望向小蛮腰，一语
双关又颇富时尚气息……众多精彩作品
让这个“文艺广州”在手机镜头中既充满
传统岭南民俗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充盈
现代文明的强烈活力——手机，也能“把
玩”出一幅“最文艺广州”的活地图。

（作者系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
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著名
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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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线>>视 线>> “最文艺广州在哪里”全国手机摄影大赛金、银、铜奖作品

铜奖：疯狂下水道井盖（组图、部分） 李志豪

评委点评：作者持有年轻人敏锐的想法，把看似平凡而又有特色的下水道井盖通过组图表现，呈现出广州年轻人创意沙井盖的方方面面，在视觉上都用
俯拍的角度，表现手法统一连贯，但在拍摄技巧上却较为平实普通，不过作者通过手机APP的处理，使平凡的拍摄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效果：首先在影调上加
入戏剧效果，使色彩更加突出，然后在四周加上暗角，突出主体，后期的处理非常成功，使平凡的照片变得不平凡，是这组照片的成功之处。

银奖：指尖族 庞穗军

评委点评：简洁的构图、单一的蓝色调、统一的服饰都体现了这幅照片的整体统一化。仔细端详每位姑娘的肢体和表情又各有不同，相
同的是她们都摆弄着自己的手机，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对方是家人？男友？还是闺蜜？不得而知，要猜到她们的秘密，还要再认真地去观看。

优秀奖：雨中的五色伞 苏 锟 优秀奖：都市露营 刘晓明

优秀奖：大樟树下 谢秋妙

最文艺区奖：黄昏 蓝伟见

最文艺区奖：古村飞燕 曾周末 最文艺区奖：都市舞者 曾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