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作品公示名单

序
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别 作者姓名 省份

1 致敬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赵渝 云南省

2 临时妈妈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潘松刚 中直

3
移动的“海上城市

”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计海新 江苏省

4 聆听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李贺 中直

5
百年建党史 壮阔国

航情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陈玲 福建省

6 最高礼遇 纪录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刘彬 中直

7 跪以谢恩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风 湖北省

8 雨中抗疫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海燕 广东省

9
这一拉就是生与死

的距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明芝 浙江省

10
上海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胡志民 上海市

11
耕牛陷泥潭 众人来

相救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杨志洪 广东省

12 “硬核”防护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韦军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3 托举希望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军 浙江省

14 水中捞“月”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何兴忠 陕西省

15 飞越百年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宿东 北京市

16 爱心接力菜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赵广亮 湖北省

17 中场休息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许文熙 天津市



18 洪流中的安全绳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鹿洪东 山东省

19 等你回来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菲 中直

20 父亲的力量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章新 浙江省

21 欢庆建党百年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邹红 中直

22 挑灯夜战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左学长 安徽省

23 风雨同行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志平 安徽省

24 江豚的微笑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雷吉平 湖北省

25 这一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周抚阳 江西省

26
花游小花绽放疫后

江城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葳 湖北省

27 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亚美 广东省

28
武汉隔离点中的中

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赵迪 北京市

29 雨中援手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秦祖泉 安徽省

30 街头“顶牛”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倪黎祥 江苏省

31 渡“河”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刘冉阳 云南省

32 鲜花经济重启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刘冉阳 云南省

33 初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晓群 广东省

34 最美人墙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徐晖 浙江省

35 编队出击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穆可双 解放军

36 今年春节不回家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村城 广东省

37 清晨的收获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马守美 山东省

38 烟火绽放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韩靖 北京市



39 送午餐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高勇 湖北省

40 晨练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梁丹斌 浙江省

41 万众瞩目送天和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谭锦恩 广东省

42 鱼口夺食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朱光成 福建省

43 防疫有绝招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肖雄 广东省

44 喜宴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沈家平 云南省

45 别怕蜀黍在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鸿飞 安徽省

46 建设大湾区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邓飞 广东省

47 救援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晓红 安徽省

48 生命线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原永新 四川省

49 夜巡古石窟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袁蓉荪 四川省

50

黄旭华、曾庆存两
位院士荣获2019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盛佳鹏 中直

51 致敬老兵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何毅 山东省

52 搏浪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刘晓光 江苏省

53
“生命禁区”的坚

守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敬 中直

54 静待绽放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汤彦俊 上海市

55 主播培训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曾萍 江苏省

56 冰海行舟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吕文正 辽宁省

57 致敬战友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景国 山东省



58 踏浪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黄保家 四川省

59 依靠 纪录类单幅入选作品 费茂华 中直

60
怀念“孩子王”袁

隆平
纪录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张杰 海南省

61
易地搬迁住新楼  
幸福生活有盼头

纪录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田健 贵州省

62 火场上空的雄鹰 纪录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张伦 黑龙江省

63 摇号人生 纪录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潘侃俊 浙江省

64

鏖战一线，他们与
时间赛跑——军队
支援湖北医疗队疫
情防控阻击战影像

记

纪录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王传顺 解放军

65 武汉人的楼顶战疫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金思柳 湖北省

66 雷与火的冲锋号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黄蕾 湖北省

67 武汉战疫记忆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武军 中直

68
超级工程：乌东德

水电站建设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娟 辽宁省

69 冰天雪地建大桥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景伟
内蒙古自

治区

70 华侨华人新生代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英亚 浙江省

71 致富路上的领鹿人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忠 吉林省

72 备战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牛博 北京市

73 无惧雷霆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刘斯亮 江苏省

74
圈养大熊猫“母兽
带仔”野化培训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何胜山 四川省



75

78岁老人住守沙漠
22载   治沙造林
8000余亩使沙漠变

绿洲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任世琛 甘肃省

76
千年大计的开路先
锋——京雄城际铁

路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贾天勇 北京市

77 笑靥依然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崔力 重庆市

78 高原精灵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贡觉群培
西藏自治

区

79
93岁表演艺术家蓝
天野登台再演《家

》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史春阳 中直

80 鏖战洪水保家园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刘占昆 江西省

81 为千年水下碑林洗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高路 重庆市

82
滇越铁路——即将

消失的风景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饶颖 云南省

83 高山背菜工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双跃 湖北省

84
5300米以上的电力

天路的建设者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温佐沛 四川省

85 守护一路平安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姜豪 浙江省

86 通途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跃国 浙江省

87 高墩风彩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佘中云 重庆市

88 “临时妈妈”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杰 河北省

89 地铁女工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凤展
内蒙古自

治区

90 特战尖兵征战高原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穆可双 解放军

91
一位驻村女扶贫队
员的最后一班岗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忠林 湖南省



92 大洋灯捕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蔡祥山 福建省

93
神舟十二号出征太

空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宿东 北京市

94 俺的村庄变了样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韩福田 山东省

95 画·话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旭 辽宁省

96 探寻野骆驼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朱宇 陕西省

97 夜训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穆瑞林 解放军

98
36年前后的苏州农

村婚礼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韦鸣 江苏省

99 大国担当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周玉燕 港澳台

100
亚洲象北移的10个

瞬间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崔永红 云南省

101 边境人生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永锋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02 战疫驾驶员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金思柳 湖北省

103 我和我的病友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戴美娟 浙江省

104 致敬谢高华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飞 浙江省

105
扫黑除恶 —— 庭

审进行时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屠夏岳 浙江省

106 近视视界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郑丽娟 浙江省

107
面对——抗疫生活

影像日记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钱捍 山东省

108 T台·Time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旭 辽宁省

109 “鲸”险营救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小清 浙江省

110 十万大军战雄安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杰 河北省

111 零接触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晋 山东省



112
中国首次记录冠斑
犀鸟在喀斯特崖壁

上繁殖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黄嵩和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13
再利用，垃圾焚烧

发电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郑士伟 浙江省

114 春去春又回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邱焰 湖北省

115 兔狲育幼记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善元 青海省

116

厉害了井头山，又
把中华文明前推了
一千年——浙江省
首个贝丘遗址发掘

探秘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斌荣 浙江省

117 小农机拥抱大产业 纪录类组照入选作品 仇伟传 浙江省

118
走出大山--逐梦小

康
纪录类长期关注       

单元评委会推荐作品
李永星 云南省

119
我的50年影像与中

国铁路同行
纪录类长期关注       

单元评委会推荐作品
原瑞伦 北京市

120
穿越时空的对话

——周庄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韦鸣 江苏省

121
“帕米尔雄鹰”拉
齐尼一家护边人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王烈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22 时间的河流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杨安迪 贵州省

123 密枝社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方云峰 云南省

124
以长城的“包浆
”，留住历史的云

烟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任彦龙 山西省

125
家在黄海边--见证

42年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李建淮 江苏省

126 西藏新歌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祝平 广东省

127 一个教师的学校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李晓红 安徽省



128 录取通知书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司建平 河北省

129 京城居委会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吴强 北京市

130
从“鸡毛换糖”到
“买卖全球”1978-

2021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金福根 浙江省

131 西海固的今昔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黄虹 辽宁省

132 驻村扶贫日记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张桂林 湖北省

133 沈阳三十年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谢军 辽宁省

134 疼水·我的西海固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牛红旗
宁夏回族
自治区

135
春节全村福中的脱

贫新村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李伟光 山西省

136 后会有期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田建明 浙江省

137 陕北道情 纪录类长期关注单元入选作品 李建增 陕西省

138 猎户星云 艺术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刘震 北京市

139 “表里不一” 艺术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唐凯文 辽宁省

140 脱贫村民的家当 艺术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黄庆军 北京市

141 动物“视”界 艺术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方文杰 浙江省

142 马背汉子 艺术类单幅评委会推荐作品 杨天民 江苏省

143 家园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郭亚宽 河南省

144 新家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蓝三峰 浙江省

145 居家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贲帅 北京市

146 天山牧歌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潘新华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47 瞬间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立峰 河北省

148 伴儿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陈秀荣 山东省

149 少年已知读书好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董宝华 山东省

150 网红人家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庞晓勇 河北省

151 那是山吗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黄阳惠智 河南省

152 荣耀之证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郑建胜 浙江省

153 沙韵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易江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54 守护者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赵晋黎 重庆市

155 守护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晶 福建省

156 畅想曲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冉令杰 山东省

157 建设者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刘引华 浙江省

158 蓝天彩虹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赵亚洲 河南省

159 角儿#2.2021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韩菲 辽宁省

160 悠悠古丝路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玉山
内蒙古自

治区

161 守护国门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姜鲁榕 福建省

162 傀儡戏的传承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江平 浙江省

163 一棵树的遗愿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耿春晖 四川省

164 构成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宏 吉林省

165 蒙古汉子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锦显 广东省

166 夕阳余晖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郑惠平 福建省



167 火百合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陈翀 广东省

168 遇见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姚亚环 福建省

169 时装梦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欧阳勇 广东省

170 我们仨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谭卫高 重庆市

171 舔犊情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董双印
内蒙古自

治区

172 跋涉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陈德高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173
百万千瓦太阳能示

范基地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周荣 广东省

174 蛇女之发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晓伟 山东省

175 我身飞扬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康金保 河南省

176 采风的人儿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陆瑛莹 浙江省

177 坚守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苏喜明 河北省

178 枫花四溅胜焰火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李玉龙 江苏省

179 书香润三明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谢月妮 福建省

180 宇宙·云眼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金华 浙江省

181 沙海孤舟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张明 上海市

182
黄河古道·向阳花

开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崔建玲 安徽省

183 童年时光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刘方 江苏省

184 梦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梁维国 河南省

185 呻吟的冰川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琦 四川省

186 打破枷锁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关琦 广东省



187 妙韵生晖 艺术类单幅入选作品 梁力昌 广东省

188 故国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邸晋军 北京市

189 现代考古录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刘建彤 山东省

190 她是怎么离开的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黄政豪 北京市

191 致敬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蔡秀怡 江苏省

192 三峡新风景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马学军 湖北省

193 私有殿堂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苏文韬 广东省

194 劳动·永恒 艺术类组照评委会推荐作品 胡志民 上海市

195 傩者自观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乃功 辽宁省

196
被解构的“白洋淀
水生物符号”之美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国平 河北省

197 围挡里的诗画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刘秋菊
广西壮族
自治区

198 追溯童年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石凌通 山东省

199 江寒树自横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洪林 浙江省

200 母亲河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申云峰 河南省

201 卡点·2020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延松 浙江省

202 幻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江战云 浙江省

203 见山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沈国栋 上海市

204 乡村理发师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崔建玲 安徽省

205 舞蹈课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常军 山东省

206 工地乐章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炜 福建省

207 走向工业4.0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邓全科 广东省



208 对它们的置若罔闻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欣 辽宁省

209 美丽乡村入画来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周爽 四川省

210
即将消失的马路市

场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沈国栋 上海市

211 唐宫乐官小姐姐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庞东晨 河南省

212 工业印迹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刘正湘 湖南省

213 手机新生活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潘天勇 浙江省

214
宋陵---在大宋的天

空之下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马静坡 河南省

215
触手可及的“幸福

”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马超 陕西省

216 风雪民航人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松 辽宁省

217 秘境生灵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焦生福 青海省

218 天地悠悠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朱良君 黑龙江省

219 洋流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程鸿浪 浙江省

220 在中国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文哲 山东省

221 主人和宠物们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拥军 解放军

222 七彩大地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烨 浙江省

223 梦蝶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向阳 浙江省

224 自然面孔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吕永胜 河南省

225 No Place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梦妧 北京市

226 声闻于野2021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徐丹 辽宁省

227 构建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延松 浙江省



228 秘境辽河口之鸟浪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恩德 辽宁省

229 金山白雪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郑雨晴 四川省

230 空灵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静 广东省

231 国风清韵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范毅 云南省

232 弃物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周曙波 浙江省

233 停车场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苗一峰 江苏省

234 复工·女工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向阳 浙江省

235 七彩渔村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瑾 福建省

236 大妈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华平 浙江省

237 铁翼护航新时代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余红春 解放军

238 冰山水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一平 浙江省

239 新乡景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潘世国 浙江省

240 曲项向天歌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崔云 江苏省

241 华顶杜鹃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正多 浙江省

242 中国功夫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李铁强 河北省

243 疫情之下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孙运琦 山东省

244 草原 草原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饶永霞 广东省

245 七色波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烨 浙江省

246 蔚蓝之城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胡烨 浙江省

247 时刻准备着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云 北京市

248 廊桥遗梦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吴赐欣 福建省



249 制造业工人肖像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朱革承 浙江省

250 老船记忆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周永 浙江省

251 植梦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杨柳 北京市

252 异想天开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蒋澍 江苏省

253 二进制风景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董福临 山东省

254 忠诚卫士 艺术类组照入选作品 郑昱 浙江省

255 在他们消失之前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      
评委会推荐作品

龚峻 江苏省

256 异-疫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谢启凡 广东省

257 送菜大军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林文强 福建省

258 水下婚纱照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高卫新 广东省

259 魔都魅影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桂花 上海市

260 诱•惑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齐存兰 湖南省

261 在建设中腾飞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文漩 广东省

262 原汁原味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王文丽 陕西省

263 充电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蒋澍 江苏省

264 盛世渔歌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颜劲松 浙江省

265
国之重器，从我做

起！
创意和商业类单幅入选作品 史维 广东省

266 水下40米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      
评委会推荐作品

吕永胜 河南省

267 “虫”构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      
评委会推荐作品

张齐耀 山东省



268 主持人的另一面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颖杰 上海市

269 理发迪斯科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崔建玲 安徽省

270 家居品牌形象片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徐淑凯 浙江省

271 江南旧曾谙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霆 江苏省

272 蔬果CT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王海波 浙江省

273 后疫情时代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关琦 广东省

274 民以食为天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陈桥顿 广东省

275 七彩人生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吴呈林 广东省

276 濮院服装厂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张赵国 浙江省

277 戴口罩的人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付增凯 北京市

278 地球村的乘客们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赵红 上海市

279 方寸之间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安学超 河北省

280 似是而非 创意和商业类组照入选作品 冯发钢 湖北省

281 下一步春天 多媒体类评委会推荐作品 赵明 广东省

282 医者郑霞 多媒体类评委会推荐作品 施佳杰 浙江省

283 家庭抗疫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张森林 甘肃省

284 南下的稻客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赵明 广东省

285 天府机场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黄山 四川省

286 龙湖恋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欧军战 河南省

287
中国“船”说-大国

制造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周伟 江苏省

288 守望-浙江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胡俊 浙江省



289
2700万分之一 中国

首位聋人律师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彭玺 重庆市

290 闪送父子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杨阳 北京市

291
代驾司机“晚点”

回家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许康平 浙江省

292 星火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孙潇娜 浙江省

293
热点网红“拉面哥

”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苏昕 山东省

294 牧区医生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徐亮 天津市

295
从黑白到五彩斑斓

的世界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杨国华 广东省

296 武汉·再相遇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付锐 河南省

297
“无腿少女”的青

春自白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刘占昆 江西省

298 星球的365封来信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刘子睿 北京市

299
世界遗产在中国之

山岳雪韵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覃光辉 广东省

300 重走抗疫路 多媒体类入选作品 王夷 浙江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