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逆火重生 湖北 贾代腾飞 评委会推荐作品

全村福 山东 吕廷川 评委会推荐作品

依靠 辽宁 苗玺 评委会推荐作品

炮火下的士兵 解放军 彭希 评委会推荐作品

感受5G生活 天津 杨梦礼 评委会推荐作品

改革先锋姚明 北京 殷刚 评委会推荐作品

特殊的军礼 北京 张永进 评委会推荐作品

和谐 广东 蔡镇青

天匠 上海 陈跃正

雄安启航 河北 程泽军

支撑未来 辽宁 崔维民

跳国标舞的年轻人们 山西 樊丽勇

漂泊的青春 浙江 方玲莉

舞者 上海 方忠麟

战友情 山西 高铮鸣

负重前行 广东 龚宝珍

家书 湖南 龚文彬

危情时刻 湖南 郭立亮

舍命书记 湖南 郭晓

温比亚台风来了 江苏 胡大建

入画 湖北 黄敏

营生 广东 黄晓帆

智能化时代的乡里人 广东 黄勇哲

第27届全国影展拟入选作品公示名录（按姓氏拼音排序）

纪录类单幅



首金 北京 兰红光

厉害了，电力工人 江西 雷鸿

大熊猫野化放归 四川 李传有

黄土高原上的孩子 陕西 李建增

慕名而来 重庆 李民

书山有路勤为径 云南 李一波

惊叹 上海 林丽佳

高考结束后 山西 刘宝成

城市记忆 浙江 刘斌

猛虎下山 江苏 刘晓光

各行其是 北京 刘秀军

空中猎杀 山东 刘毅

钓 湖南 罗仲希

智娶 陕西 孟卫华

车厢面膜 江苏 阮忠

开怀 江苏 邵小峰

祸与福 安徽 沈光凌

本农秀像 浙江 舒巧敏

救助藏原羚 山东 宋林继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首飞成功 北京 宿东

世界第二大、100兆瓦塔式熔
盐太阳能发电站落户敦煌

辽宁 田卫涛

母亲 安徽 帖东

丝绸古道展新颜 陕西 童军

圆梦 四川 王国荣

VR京剧 北京 王嘉宁

一人参军，全巷光荣 解放军 王绍斌



直播时代 辽宁 王维宇

较量 江苏 吴建华

畅想曲 福建 吴震

红星照我去战斗 湖北 武建国

俯瞰乡村环保打麦场 河南 肖社会

回家 上海 徐辉

生命回归 新疆 颜明星

整容 北京 杨军

龙跃洞庭 湖南 杨一九

脱逃 广东 杨瑛毅

京广铁路五百人检修高空秀 湖南 张诚高

唐陵记事 陕西 张宏伟

初心 山东 张剑虹

南海大阅兵 解放军 张雷

城市变奏曲 河南 张耀

手机时代 山东 赵守军

锦官城 四川 赵新源

重症监护室的胶囊宾馆 河南 曾宪平

外卖时代 重庆 朱大忠

中国首次海上发射运载火箭 北京 朱兴鑫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唐陵 陕西 曹红军 评委会推荐作品

纪录类组照



小铅笔大梦想 浙江 陈拥军 评委会推荐作品

纸飞机 吉林 崔东华 评委会推荐作品

非常绿 山东 吕廷川 评委会推荐作品

漠上花开-重庆交大科研团队
力学治沙纪实

重庆 万难 评委会推荐作品

钢铁战士 浙江 王菊萍 评委会推荐作品

最后的军礼 辽宁 于文钧 评委会推荐作品

寻找“国家血脉”的人 河北 陈富友

告别溜索村 北京 陈杰

大山深处的变迁：留守儿童的
新家

北京 陈杰

新时代民航人 辽宁 陈松

新时代首都新国门 北京 陈肖

我最心爱的 重庆 崔力

城市缝隙 重庆 崔力

岸 陕西 丁小飞

扶贫日志·风车下的故事 云南 方云峰

人与浮桥 江西 冯幸宁

中医在民间 浙江 傅金可

地球终极生存者 江苏 龚峻

早秋的树 内蒙古 韩妮

成都南 四川 韩松

钢丝上的农村父子 北京 郝文辉

水下古城 浙江 胡建明

弃物絮语 浙江 胡林宕

幕后 湖北 胡佐卿

房·车 河北 黄旭

家在喜马拉雅 浙江 金建林



古村里的画 广东 景国民

天籁之境 重庆 李夏

草原-记忆-传承 内蒙古 李玉山

三峡库区的伢子们 湖北 刘冬云

中国铁路机车驾驶室的变迁 吉林 刘慎库

双重生活 山东 刘伟光

牧心记 北京 刘翔

高原守边关 解放军 刘晓东

建设中的沪通长江大桥 江苏 娄忠银

成年 浙江 陆哲萱

虚拟现实中的孤独 山东 闾楠

球迷的世界杯 北京 牛博

无声的舞蹈梦 北京 牛博

离死神最近的人：扫雷兵 解放军 彭希

城市色影 陕西 闪胜利

我的孩子们 辽宁 邵广红

华尔措 四川 宿跃华

二维码上的中国 山东 盛德久

乡村的文化地标 浙江 谭秋民

大宝的烦恼 湖南 唐洪波

中国援外医疗队阿富汗救援 北京 陶冉

乌镇互联网之“光” 浙江 田建明

山核桃背后有“三山” 浙江 汪黎明

独居者 湖北 王梦宇

婚房 浙江 王云梅

体育瞬间 北京 魏征



新美容轶事 浙江 翁淑涌

大凉山青年新疆采棉记 北京 夏鹏程

网络放歌-民工新生活 浙江 徐健儿

陪护 山东 杨海

突击！突击！ 山东 杨盼

直播 北京 杨阳

寿光8·19水灾纪实 山东 张景国

寒潮下的中国最北海上油田 天津 张磊

一场穿山甲紧急救护战 广东 张由琼

南粤抗击洪灾实录 广东 张由琼

农旅经济热 浙江 章勋

义乌直播村 浙江 赵晓春

我们也是追梦人 浙江 郑龙华

金土豆撑起小康梦 陕西 钟子俊

港珠澳大桥 广东 朱瑞盛

我和婆婆的那些时光 山东 庄具霞

网红打卡 山东 邹京耀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生命的礼物——23年见证：坠
洞幼女当娘了

河南 陈更生 评委会推荐作品

H₂O 浙江 黑夜

逃离 浙江 江战云

杂技之乡 河南 姜衡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



陪读家长 湖北 金思柳

“渐冻人”同学爱心接力抱着
他走过十一年

安徽 李晓红

振兴中的东北老工业 辽宁 梁建勇

姐妹追梦 北京 廖璐璐

潘庄村 山东 刘磊

百工之人 北京 刘晓峰

路上40年 北京 刘英毅

北疆边关的时代变迁 解放军 穆可双

千年牧道：哈萨克族牧民即将
消失的生活方式

山东 钱捍

东风浩荡 解放军 乔天富

女摄影师镜头中的背粪工 北京 吴强

无法存留 浙江 应函频

密集的打工生活 广东 占有兵

植根沃土曲润中原 山东 张景国

盒子 浙江 钟黎明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大山人家 福建 白丽文 评委会推荐作品

宣纸扶贫车间 安徽 程周平 评委会推荐作品

360航拍跨海大桥 浙江 储伏龙 评委会推荐作品

孤独 新疆 韩承峰 评委会推荐作品

红钢城轶事 湖北 何小白 评委会推荐作品

艺术类单幅



欢庆妇女节 浙江 黄小玲 评委会推荐作品

戏曲路上 河南 刘波 评委会推荐作品

大地欢腾 广东 陈家鸣

沙漠明珠 福建 陈少华

盛装的藏民 江苏 陈通

深夜食堂 福建 陈文明

聚  福建 陈允雄

好帮手 广东 陈肇珍

亲密伙伴 广东 陈肇珍

我的中国“芯” 浙江 成文波

节日盛装 安徽 程周平

似山是树 上海 池海波

春天 上海 池海波

一棵树，一片云 安徽 杜明克

陪伴 山西 冯裕玲

重生 福建 高华

孕育 江苏 高晓平

铁马失蹄 湖南 郭晓

依偎 安徽 海洋

大海之子 广西 何志民

优人神鼓 浙江 胡鉴

新生第一课 河北 黄 旭

辛勤育得瓜满园 浙江 黄建军

钓 福建 黄铃芳

眸 山西 李兰平

全家福 福建 李梅英



绪 安徽 李姗姗

钢铁凤凰初长成 北京 李淑香

傍晚 浙江 梁雷宾

构建 山西 梁伟宏

红妆正待 广东 梁焱华

巴音布鲁克之晨 辽宁 林治广

书的海洋 内蒙古 刘刚

激情冰雪 河北 刘军

清凉一夏 广东 刘世辉

花瓶制作 福建 刘永明

晨雾中的江苏大剧院 江苏 陆春南

跳动的音符 广东 陆晓芬

圆梦 山东 吕涛

大地版画 广东 马永生

绵绵 河南 庞东晨

童话 安徽 裴安海

落马 福建 邱岩萍

镜中像 湖南 宋祖春

让 福建 苏有宝

消防战士 山东 王恩元

大地脉搏 新疆 王海燕

梦中的绿色 河南 王茹

工地进行曲 安徽 魏振华

奋 浙江 邬慎杰

国是千万家 山东 相军

工地协奏曲 江苏 肖顺清



自拍年代 浙江 徐建军

牵手的爱 浙江 徐志芳

圆舞曲 天津 闫惠英

归途 浙江 颜传峰

旋律 安徽 杨林应

高空舞者 广东 叶惠源

冬 江苏 尤良怀

她 山东 于洋

立体之城 重庆 张坤琨

聚落之下 河南 张琳

山村新貌 浙江 张向阳

天下无桥长此桥 福建 张艺欣

相依相伴 新疆 张妤婷

生命 北京 赵一迪

归来 山东 赵远聚

爱的守护 辽宁 钟毅

天鹅情缘 新疆 朱康芬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七彩视界 广东 陈茂盛 评委会推荐作品

中国智能制造 广东 李志良 评委会推荐作品

最后的江景房 湖南 刘曙强 评委会推荐作品

“美”·梦 陕西 刘素利 评委会推荐作品

空气稀薄地带 云南 龙江 评委会推荐作品

漓水出岫有林泉 广西 滕彬 评委会推荐作品

艺术类组照



山海经·生花 浙江 颜劲松 评委会推荐作品

隧道长歌 安徽 安保田

铁路上的风景 湖南 陈明明

船台构成 江苏 陈树勋

历史印记 湖南 陈小凤

明度 重庆 陈云元

雪鸮 广西 陈宙

地球表面遗迹 江苏 崔云

觅渡 上海 戴朱慧

非常色 浙江 方国平

梦天鹅 河南 高均海

伴 河南 顾均

玩具王国 浙江 桂国华

角儿 辽宁 韩菲

不惑之惑 浙江 何赛昱

南京眼 安徽 洪长荪

建筑构成 辽宁 胡国旭

乡村“戛纳”电影节 河南 姜玉彬

双面 四川 雷曦

集市 浙江 李海宁

火热的电建第一线 山东 李强

乡村农事 云南 李文龙

静物 湖南 梁向锋

色彩与桥梁 福建 林文强

巧手出精工 北京 刘北萌

对话 广东 罗志群



禅之影 河南 马秀华

远山云雾工开翕 浙江 阮建平

即物郑州 河南 宋鑫一

鹰战苍穹 北京 万全

战士本色 广东 王国辰

舞台光色 北京 王徐峰

艺术花卉 辽宁 王艳兰

神光一缕照宫墙 北京 吴超英

船厂系列 辽宁 辛敏

剑魂 江苏 许嘉炯

雕刻人生 福建 薛文彬

中国核电-宏伟蓝图 浙江 严新荣

退潮以后 天津 严迎莉

二分之一 山东 杨玉擎

中国梦 浙江 应敏

淡若清风 广东 余嘉绮

黄山 安徽 余泉

沙排掠影 山东 袁寒松

且听风吟 山东 袁寒松

乡傩会 江苏 张广启

大学生活 山东 张亚林

权力游戏 江苏 张雨驰

港珠澳大桥雄姿 广东 张卓

消失的家园 陕西 赵鹏飞

马情可鉴 北京 赵云

都市之韵 重庆 郑彬



洪荒 河南 郑伟杰

见山 浙江 郑永辉

我来自新疆 湖北 周汉

长江索道 重庆 周济

黄包车 浙江 周晓刚

直播时代 山东 周亚男

水韵江南 江苏 周叶

纱语 湖南 曾柳荻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天籁之音 福建 曹建平 评委会推荐作品

不朽·老兵 广东 林海 评委会推荐作品

G时代 广东 陈桥顿

柚子茶 山东 迟少红

金色的香槟 湖南 董琤

前车之鉴 浙江 方文杰

烘焙工坊 广东 高仕源

未来之旅 北京 郭颖

台绣•千百年的文化与匠心 浙江 金南洋

新能源 广东 李学忠

变异 黑龙江 刘春岩

走出画框 广东 刘徽

速度与空间 湖南 申莉

快乐的糖果世界 广东 史维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
国红

广东 史维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



渴望清新 山东 隋育红

瞩目 山东 隋育红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
过的人只看到烟

广东 唐小平

消失的世界之褪色 浙江 邬慎杰

原木纯品 江苏 谢松

电视机广告 北京 姚磊

减负，我会跳得更高 福建 张鹤岩

百手起家 江西 周继根

哭 北京 朱海

当代生活录 湖南 曾柳荻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天马入梦 江苏 蒋澍 评委会推荐作品

莫让垃圾成为生命之“束” 辽宁 任恩猛 评委会推荐作品

期会东坡 江苏 张霆 评委会推荐作品

看不见的风景 江苏 陈雷

食味以具 山东 崔钺

风情万种 湖北 冯发钢

纸基山水 江苏 顾哲妤

天地玄黄 浙江 何赛昱

新雕阑记 浙江 胡延松

山水小品 浙江 黄劲

工业新风景 香港 林应华

自然之美 山东 刘彤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



咫尺 河北 刘亚松

丁零当啷 河北 齐文

一花一世界 安徽 孙红梅

城市之光 湖北 王华

舞动的旋律 浙江 颜劲松

别处生活 广西 杨洋

作女 浙江 余联群

未来城 陕西 张明

童话 江苏 张霆

摇篮 浙江 张向阳

光怪陆离之盘中菜 浙江 张勇

美食 上海 庄加佳

失乐园 湖南 曾卫红

图片名称 地区及解放军 作者姓名 备注

我为劳动者拍时尚大片 北京 付增凯 评委会推荐作品

我觉得自己是条汉子 上海 江锦 评委会推荐作品

舞者 北京 程子健

别样的深圳 广东 黄小东

刘书彦-刘山保-刘书彤 山东 刘书彤

湿地家园 世界遗产 江苏 孙华金

动之墨--摄影动画 北京 吴思渊

涅槃重生 湖南 熊汉泉

河狸公主 新疆 杨燕燕

港珠澳大桥 广东 朱泽辉

多媒体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