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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时代的生命影像
——摄影师胡延松、邬慎杰、成文波访谈

叶向群

8月下旬，中国摄影家协会网站发布消息：第27届全国摄影
艺术展览经过第一阶段评选，来自全国各地22629位摄影人投送的
88181件 （247445幅） 作品，有2067件作品进入第二阶段终评；
至8月26日，最终有358件作品作为拟入选作品在中国摄影家协
会网站公示。公示之后，入选国展名单将在近期揭晓，展览定于
本月底在山东省潍坊市正式开展。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是
中国摄影人最为关注的优秀作品展示交流平台之一，“入选国
展”，是众多摄影人的梦想。本届展览，我市共有3位摄影师的4
件作品进入公示名单，它们分别是成文波的《我的中国“芯”》

（艺术类单幅）、胡延松的《新雕阑记》（创意和商业类组照）、邬
慎杰的《奋》（艺术类单幅） 和《消失的世界之褪色》（创意和商
业类单幅）。

本届国展设置了纪录类、艺术类、创意和商业类、多媒体类
共4个类别。纵观入围名单，我市与最大门类纪录类（约160件入
选作品）和最小门类多媒体类（约10件入选作品）无缘，而在艺
术类、创意和商业类有所斩获且多有亮点。

这4件摄影佳作是如何破茧成蝶的？置身互联网时代，数码
技术给摄影艺术带来了怎样的革命和飞越？记者近日采访3位摄
影师，请他们畅谈了创作体会。

■人物名片：胡延松，中国
石化镇海炼化公司文化中心专职
美摄干部，2015“伯奇杯”中国
十佳创意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

《界》《对话》《异度空间》
《工业·现场》《新风景地带》获第
23、25、26 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铜质收藏奖、优秀作品奖。《新雕
阑记》入围第 27届全国摄影艺术
展览。《抢修记事》《工地圆舞
曲》《白昼》《传承》《曾经》《工
业视野》 入选中国第十二、十
五、十六届国际摄影艺术展。

2017 年出版 《我的检工兄
弟》专题摄影画册。

记者：印象中您是“获奖专
业户”，作品多次入选国展。有
哪些经验可与大家分享？

胡延松：从 2010 年第一次
参加两年一届的国展，我已在第
23、 25、 26、 27 届 国 展 中 获
奖，其中 《界》 荣获第 23 届国
展艺术类铜质收藏奖，可以说是
非常幸运。我认为，想在高规格
的重要赛事中有所斩获，首先要

在选题、拍摄、选片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做到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各类比赛中，“似曾相识”的
作品往往逃不掉提前出局的命运。

记者：在您看来，一件成功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
素？

胡延松：个人视角、艺术美感和思想内涵。摄影
人一定要勤奋，好作品离不开日常的创作积累。每次
创作完作品，我都会请“摄友”评论，我觉得这非常
有意义。拍摄、撷取素材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因为你
在与新鲜的人和事碰撞、激荡。

记者：您新创作的 《新雕阑记》（组照） 进入第
27 届国展创意与商业类拟入选名单，这组作品的创
作灵感是怎样萌生的？

胡延松：安塞尔·亚当斯是我崇拜的摄影大师
之一，他认为，摄影家应该选择有独到性的事物和
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艺术表现，这句话我深以为
然。我在石化企业工作，几乎每天看到巨型的石油
炼化装置。《新雕阑记》 里的四幅作品，主体由两
大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石油炼化装置，下半部分
是中华古建筑中的雕花实木撑拱 （宁波人俗称牛
腿）。我运用 PS 技术，将两者“天衣无缝”地组合
起来。

记者：《新雕阑记》 中的每幅作品状似“耳朵”，
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作品蕴含深意。您想表达什么？

胡延松：如果说雕花撑拱象征着古老、华美的中
国传统艺术，那么，炼化机械装置代表了现代工业文
明。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不能否认，工业
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但与此同时，
每一次技术革命，在让我们享受成果的时候，也让我
们承受随之而来的疼痛。人类在向前奔跑的同时，需
要回望和反思。

每一种物件各有寓意，一旦将它们重组，就会产
生崭新的意象。我希望不同的眼睛能读出不同的含
义，这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记者：进入数码时代，高度智能化的图像处理软
件不但把摄影师从传统的暗房里解放出来，还为他们
的构思创意提供了无限可能。

胡延松：我 2000 年开始在美术设计中应用电脑
技术。后来接触到 Photoshop 等后期处理软件，它们
为我的思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涉足摄影创作以后，
我自然而然地把艺术创意类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身
处数码时代，摄影术实现了从“暗室”到“明室”的
跨越。所谓技术辅助、艺术提升，后期二度创作能力
是对一名摄影师的时代要求和考验。后期创作虽然艰
辛，但总是让人充满期待与惊喜。

记者：摄影最原始的功能是记录，而所有的艺术
家希望在它的上面附加思想、文化、审美等主观元
素。

胡延松：摄影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原物、原景的复
制、翻版，那就了无生趣了。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
弗兰克说过：“对照片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构图和完
美布光，而是摄影家对他所见到的人和事物的感
受。”他用自己“主观性”的作品激发着读者去发
现、去思考。另一位我所敬重的德国摄影师贾斯汀·
彼得斯，更让人脑洞大开，他用 PS 技术创作的超现
实主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摄影与创意的完美结合。
这就是我对摄影艺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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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邬慎杰，上海邬慎杰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创始人，第八届中国人像摄影十杰，国
际技师协会最高荣誉黑金狮子徽章获得者。1997
年以来，先后从事婚纱摄影、商业广告、样片技
术研发及摄影教育等工作。2018年获第27届奥地
利超级摄影巡回赛 （奥赛） 全场大奖，捧得胜利
女神杯。2018-2019 年期间获得多项国际摄影艺
术沙龙赛事金奖。2019年作品 《奋》 和 《消失的
世界之褪色》入围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记者：记得您在接受 《摄影世界》《人像摄
影》《摄影之友》等媒体专访时说过，您的摄影生
涯是从家乡宁波起步的。但是说实话，很多宁波
人对您所取得的摄影成就所知不多。

邬慎杰：这可能跟我较早离开家乡去外面闯
荡有关。我爷爷早年在宁波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我父亲是原来国营照相馆的负责人，更是当时中
国为数不多的特级摄影师。父亲的两个兄弟也都
从事与摄影相关的彩扩、冲印等工作。成年后我
选择做一名职业摄影师，多少受到了家人的耳濡
目染。我18岁开始从事婚纱摄影，在当时宁波颇
有知名度的“维纳斯婚纱影楼”掌镜。在这一行
里我应该干得还不错，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能
够拿到两三万元的月薪。

记者：您在业内引起关注，很大程度上缘于
在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赛上的出色表现。请介绍
一下参加“奥赛”的经历。

邬慎杰：我有 20 多年时间先后在宁波、上
海、北京等地的影楼、广告公司从事商业拍摄，
这些经历为我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基本功。比如我
拍摄的人像 《消失的世界之褪色》，被世界某著名
相机品牌选为广告样片。2016 年，我抱着学习、交
流的心态，第一次参加了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赛。
简称“奥赛”的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展，创建于
1992年，是由奥地利超级摄影学会主办，以主赞助
商哈苏冠名的国际摄影沙龙。经过数年发展它已成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摄影沙龙。

第一次参加“奥赛”，我有 20 多件作品入
选。虽然没有获奖，但是我的作品不仅在奥赛颁
奖典礼现场展出，还入选了“奥赛摄影典藏版”，
这对我是个极大鼓励，也坚定了我继续参赛的决
心。2017 年第二次参赛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思
路，通过分析往届的比赛案例，找到适合自己风格
的参赛专题，最终获得了红色组金奖。有了两届的
参赛经验，我知道参加“奥赛”绝不能盲目投稿，一
定要“打有准备之战”。去年参加第 27 届奥地利超
级摄影巡回赛，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比赛截
稿前一个月开始拍摄与后期处理，最终囊获4枚金
牌，一举夺得全场大奖，捧得胜利女神杯。

记者：“奥赛”之路对您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邬慎杰：通过与各国顶级摄影师面对面交

流，学习了解他们的经验和摄影观念，大大拓展
了我的视野。特别是参赛期间，我参观了很多欧
洲博物馆，欣赏了大量的绘画美术和雕塑作品，
领悟到照片不仅仅是构图、色彩、光影，还应该
有故事、有情绪、有观点。

记者：显然，您在作品 《奋》 中传递出一股
澎湃的亢奋。

邬慎杰：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需要亢奋地
面对每一天。这既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激励身
边的每一位朋友。《奋》这件作品，我抓住了动感
的瞬间，画面极具爆发力，我只是将彩色转换成
黑白，没有做任何后期处理。在另一幅获奖作品

《消失的世界之褪色》 中，女模特额头抹上了金
粉，短发由浅金色向灰白色渐变，我想表达的观
点是：当生命的色彩慢慢退去，曾经的辉煌终将
暗淡，我们必须学会坚强。

对话邬慎杰：

照片，应该给出一种观点

■人物名片：成文波，中学高级
教师，现任教于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
中学。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慈溪
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宁波发布”特
约摄影师，《慈溪日报》 签约摄影
师。2013年开始学习摄影。

《我的中国“芯”》 入围第 27届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记者：您从事摄影创作时间不
长，这次您的作品能从全国 2万多名
参 赛 者 、 24 万 多 幅 作 品 中 脱 颖 而
出，入围“国展”，殊为不易，可喜
可贺。

成文波：确实，我起步较晚，
2013 年才开始接触摄影并购得人生
第一部“单反”。事实上，我从事的
是体育教学工作，与摄影艺术毫不沾
边。我只不过凭借运气获得评委青
睐。这次作品之所以被评委选中，很
大程度上是我抓住了“芯片”这个社
会热点。

记者：是的，在复杂的国际贸
易环境下，中国芯片该如何走出一
条 自 主 发 展 之 路 ， 已 成 为 社 会 关
切。您的那幅 《我的中国“芯”》，
选取的正是眼下一个热议话题。作
为一名体育教师，您怎么会关注芯
片这个题材？

成文波：我所在的学校是慈溪西部一所乡村职高，但
我们学校的智能家居项目却多次在全国中职生技能大赛中
获得金牌。2018 年，我无意中看到一则央视新闻：经过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 10 年攻关，我国核心电子器件已基
本告别“缺芯少魂”时代。我很想通过影像来致敬那些科
学家，正好我所在的学校有智能家居创新实验室，于是我
几次拍摄实验室，并通过多重曝光的手法在相机内进行合
成，最后通过修图完成了一幅表达“中国芯”的主题作
品。

记者：随着数码科技的不断发展、成熟，不少艺术
类摄影作品是借助 PS 技术“闭门造车”的成果。这是否
意味着“拍摄”在整个摄影创作环节中的地位在日趋弱
化？

成文波：不，新时期要求文艺工作者增强脚力、眼
力、脑力、笔力，摄影人应该用相机替代手中的笔，关
注现实，善于发现，记录生活。所以摄影创作中的“拍
摄”环节不会弱化，也不应该被弱化。后期制作当然非
常重要，人们常说摄影是“遗憾的艺术”，而后期制作
可以弥补一些“遗憾”。对于后期制作，我目前只是略
懂皮毛而已，但只要努力，相信自己的修图技术会日趋
精进。

记者：在您看来，哪类照片更容易获奖？
成文波：我们身处全民摄影时代，宁波是个摄影大

市，高手如云，不过我始终认为，摄影者还是要立足
于身边事物，多观察，多思考，多创新，而非一味地
模仿。获奖固然令人高兴，我更愿意看到有更多的照
相机打开镜头，创作出更多精品力作，记录这个伟大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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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雕阑记》（组照之一） 胡延松

《奋》 邬慎杰

◀《传承》（组照之一） 胡延松

▲《智慧与生命》 邬慎杰

《我的中国“芯”》
成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