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届深圳国际摄影大展入选作品（纪录类70件）     

序号 作品 类别 标题 分类 作者

1 单图 父女 纪录类 苏少清

2 单图
Pudong! Pudong!
浦东！浦东！

纪录类 陈蕾

3 单图 快乐的运动 纪录类 宋建荣

4 单图 特罗姆瑟 纪录类 王艮



5 组图
Colour Run     

彩色跑
纪录类 潘婉容

6 单图 小日子 纪录类 顾勤

7 单图 工场 纪录类 黄小华

8 单图 左手右手 纪录类 华增龙

9 单图 筑梦 纪录类 梁辉



10 单图 等等我 纪录类 路顺

11 单图
Colorful Market

彩色的集市
纪录类

Teo Liak Song 
张略嵩

12 单图 疯狂旅程 纪录类 杨辉潜

13 单图 匆匆 纪录类 颜锦玲

14 单图 我要争先 纪录类 张帆



15 单图
雨天外白渡桥上

地点行人
纪录类 苏少清

16 单图
Black and White

黑与白
纪录类

Stan 
Valentina 
Efiaps        

斯坦·瓦伦蒂娜
·埃菲亚普

17 单图 齐头并进 纪录类 高志山

18 单图 冬日 纪录类 宋建荣

19 单图 布拉格之晨 纪录类 蔡彤宇



20 单图 城市广场 纪录类 王永卓

21 单图 雾漫滨海都市 纪录类 林育波

22 单图 信息时代 纪录类 刘克俭

23 单图 文明坐车 纪录类 张建林

24 组图 剧场外 纪录类 胡泳雄



25 单图 忆芳华 纪录类 邱建国

26 单图 城市之孤 纪录类 苏少清

27 单图
Happy Time     
快乐时光

纪录类
Mikko Wang    

王骧

28 单图 爱的奉献 纪录类 张玉平



29 组图 花儿与少年 纪录类 顾勤

30 单图 骑友们的节日 纪录类 常军

31 单图 无惧风雪 纪录类 晏荣荣

32 单图 厦马协奏曲 纪录类 黄幼霞



33 单图 澳门的朝霞 纪录类 周峻

34 单图 空寂时代 纪录类 程少光

35 单图 爱的见证 纪录类 胡学军

36 单图 急速转弯 纪录类 王维惠

37 单图 俯瞰城门头 纪录类 王维惠



38 单图 重庆森林 纪录类 刘见

39 组图 俯瞰深圳 纪录类 宋谷淳

40 单图 璀璨 纪录类 甘玲

41 单图 投 纪录类 曹秀

42 单图 青春风 纪录类 冯成发



43 单图 前海建设者 纪录类 刘伯良

44 单图 北京夏日之十四 纪录类 王宁

45 单图 城市元素 纪录类 康志立

46 单图
我眼里的你和你

眼里的我
纪录类 李禄

47 单图 城市蜘蛛人 纪录类 林武旺



48 单图
Gholami        
古拉米

纪录类

Mahdi Dshaghi 
Ghalibaf      

马赫迪·德沙吉
·加利巴夫

49 单图 城市早高峰 纪录类 刘太忠

50 单图 工地倩影 纪录类 覃永森

51 单图 期待 纪录类 权连军

52 单图 太极爱好者 纪录类 李德卿



53 单图 悄悄的 纪录类 区镜

54 单图 领舞 纪录类 张春生

55 单图 市井人家 纪录类 范先芳

56 单图
Frame Within 

Frame          
画中画

纪录类

Stanuiu 
Gabriel      

斯坦努伊·加布
里埃尔

57 单图 家和万事兴 纪录类 何惠然



58 组图
台风帕卡来临之

前
纪录类 李朝晖

59 单图 古镇风情 纪录类 王恒生

60 单图 同心共筑中国梦 纪录类 由孚强

61 单图
Take a Rest 

First          
小憩一下

纪录类 梁启贤



62 单图 露天电影 纪录类 陈碧瑜

63 单图 蹦床女孩 纪录类 顾勤

64 单图 隔代阅读 纪录类 黎永红

65 单图 柔 纪录类 林烽

66 单图 闲息 纪录类 夏肇旭



67 单图 赶早班 纪录类 王茁

68 单图 张望 纪录类 钟观永

69 单图 风雨无阻人入戏 纪录类 胡宇飞

70 单图 充电 纪录类 许聪

71 单图
Dream Baby     
梦幻宝贝

艺术类

Aelenei 
Robert 
Catalin       

埃莱尼·罗伯特
·卡塔林



72 组图
美术馆里的欢乐

颂
艺术类 谌强

73 单图 紧急救治 艺术类 常军

74 单图
Spring         
春天

艺术类
Kirnos Arkady 
科尔诺·斯阿卡

迪

75 单图 狗年大吉 艺术类 王亚美



76 单图

Holiday with 
Tears in the 

Eyes           
眼里含着泪水的

节日

艺术类
Kirnos Arkady 
科尔诺·斯阿卡

迪

77 单图
开玩具车的小兄

弟
艺术类 许宇涵

78 单图 时光 艺术类 史文集

79 单图 生活空间 艺术类 刘埙琦

80 单图
City Rhythms   

城市节奏
艺术类

Kirnos Arkady 
科尔诺·斯阿卡

迪



81 单图 火红的探戈 艺术类 历风山

82 单图 平台 艺术类 韩良根

83 单图 蓄势待发 艺术类 张帆

84 单图 车展 艺术类 祝海鹰

85 单图 我心飞翔 艺术类 谢飞



86 组图 我的童年 我的梦 艺术类 赵恒波

87 组图 城市肖像 艺术类 朱晴

88 单图 雨中坚守 艺术类 欧阳勇

89 单图 平民夜市 艺术类 张俭



90 单图 森林梦 艺术类 周铁军

91 单图 育儿情深 艺术类 麦顺明

92 单图
2016深圳北站春

运图
艺术类 莫红英

93 单图 洒爱 艺术类 张小玲



94 单图 百姓门楼 艺术类 沈丽丽

95 单图 工地魔方 艺术类 华增龙

96 单图 老时髦 艺术类 苏巍

97 单图
The World of 

Paints         
描绘世界

艺术类
Voynov Dmitry 
沃伊诺夫·德米

特里



98 组图 深圳神话 艺术类 陈仕心

99 单图 夜市 艺术类 许聪

100 组图 爱的天使 艺术类 吴孝荣

101 单图
Professor       

教授
艺术类

Gavaldik 
Zoltan加瓦迪克

·佐尔坦

102 单图 驾驭申城高度 艺术类 陈佳莹



103 单图 海之歌 艺术类 田锡平

104 单图 齐舞 艺术类 魏玉明

105 单图 若干琐碎的时刻 艺术类 贾同尧

106 单图 雪夜求知 艺术类 陆军

107 单图 试比高 艺术类 魏玉明



108 单图
Fans            
粉丝

艺术类 方文杰

109 单图 哥俩好 艺术类 何振军

110 单图
Geometry         
几何图形

艺术类
Dorin Mocanu  
多林·莫卡努

111 单图 大街 艺术类 毛晔

112 组图 异空间 艺术类 疏荦



113 单图 回家梦 中国梦 艺术类 赖志妍

114 单图 放学路上 艺术类 曹立祥

115 单图
Dance in Circle

圆舞曲
艺术类

Gavaldik 
Zoltan加瓦迪克

·佐尔坦

116 单图
Old Colleagues 

老同事
艺术类

Stojan Gorup  
斯托扬·戈鲁普

117 单图 生命的衬托 艺术类 王红卫



118 单图 家園 艺术类 史方凡

119 单图 人生如戏 艺术类 王维家

120 单图 “高温”城市 艺术类 周家谊

121 单图 无限祝福 艺术类 霍洪意



122 单图 拉家常 艺术类 谢望东

123 单图 幸福的晚年生活 艺术类 胡宇飞

124 单图 光的彩画 艺术类 常怀义

125 组图 温暖的意大利 艺术类 陈颖杰



126 单图 冬雪瑞万家 艺术类 秦英武

127 单图 抹不去的青春 艺术类 饶永霞

128 组图 画里画外 艺术类 应利民

129 单图 符码 艺术类 杨同玉



130 单图 上善若水 艺术类 晏荣荣

131 单图 城市的空间 艺术类 韩良根

132 单图 雪中的两间小屋 艺术类 牛安勇

133 单图 舞 艺术类 欧岳琦

134 单图 澳门城市发展 艺术类 官宏滔



135 单图 2018深圳时装周 艺术类 冯伟

136 单图 情侣 艺术类 周东平

137 单图 光芒四射 艺术类 倪德安

138 单图 起风了 艺术类 姚泽林

139 单图 展望 艺术类 刘福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