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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相随，至美由心
—“2016·光影伙伴”
工银私人银行杯
摄影大赛圆满落幕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说过：一个人真正的

幸福不是待在光明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

奔去。摄影无疑是伴你奔向光明的最佳伙伴。

自5月开始启动的“2016·光影伙伴”工银私

人银行杯摄影大赛圆满收官。共征集作品2000余

件，经过摄影家协会评委专业严格地评审，50名优

秀奖、3名铜奖、2名银奖以及1名金奖相继揭晓。

本次摄影大赛旨在通过作品呈现的绚丽场

景，巧妙映射出“光影力量重塑世界”的过程。工

行珍视每一位伙伴的创作才华与愿望，特设5名“

君子伙伴”评审奖，摄影者们用定格的快门诠释工

银私人银行品牌主张—君子偕伙伴同行。

10月25日上海颁奖礼上，获奖作品正式公开

展出，呈现了一场令人惊叹的视觉盛宴。其中有大

自然的神圣伟大，伙伴携手的齐力一心;也有社会

的转型、城市农村的变革发展……作品内容丰富

多样，每张作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生活的感悟

和态度。摄影者在镜头中捕捉着造物的神奇和人

生的百态，这是对大自然的赞美，更是对生活的

敬 意。

01 《晨曲》  谢世森（广东）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取景近处雾霭茫茫，隐约处现牧马

人在放马，光影结合中恰到好处的表现了浩瀚的草原，梦

幻的晨雾。牧马人的这种进取精神，以昂扬不怕艰辛的生

活状态，积极面对人生中的风雪严寒，用热情去拥抱生活。

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也很好地诠释了本次大赛的主题“光

影伙伴”。

金奖

光影一瞬，力量却是永恒。摄影创

造中，一个个快门定格现实世界，饱含

情感的记忆得以留存，打破时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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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海上勇士》  戴丹（江苏）

作品中主人公黝黑而健硕的肌肤在日光中油光锃亮；人和船

的构图比例正好形成对称的张力。仿佛此刻，人们正蓄势待

发，驰骋在广阔无垠的海面，拉开征服大海的序幕。

03 《小伙伴》  石峰（浙江）

作品场景纵深感很好，画面层次分明，色调氛围协调，情绪

姿态也比较到位，地面倒影呈现出一种温馨自然的美。真

实、有趣、灵动的嬉戏场景，处处洋溢着童年美妙的纯真。

银奖

影像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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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奔牛》  谢明夷（北京）

拍摄赛牛的过程非常紧张刺激，

尤其是与牛面对面时，情形更是

“惊险万分”。高速快门将每一瞬

间溅起的的泥浆都定格下来，让人

仿佛置身于这场“勇敢者的游戏”

之 中。

铜奖

05 《寻觅天地间》  赵正恩（重庆）

镜头下山顶被云脚所掩盖的朦胧和

空无，让人仿佛置身云海之中，体

验了一把诗仙李白口中“仙人炼玉

处，羽化留遗踪”的意境。

06 《虔诚》  刘运成（河南）

这组系列作品中充满了对比的元

素。人物和背景的虚实形成动静对

比；暗色与纷繁形成色差对比。众

人顶礼膜拜的画面呈现了“信仰”二

字的真谛，给予观者以通体颤栗的

震撼，散发着虔诚而沧桑的光芒。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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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伙伴
评审奖

07 《沙舟》  孔春生（河南）

作品通过明暗营造光影画面，色温极佳。天地茫茫，夕阳西下，画面中骆

驼深一脚浅一脚结伴前行：在它们的心中，到处是甘霖。

08 《影洒青海湖》吴庭峰（广东）

湖天一线所涌现的金色光芒，给宁静的湖面频添了一抹深远灵动。肩并肩

的伙伴们一路行走着，追寻着，浸沐着大自然的力量与壮美。

09 《人民卫士》许先生（浙江）

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除了展现武警在工作中的专业和专注外，

还着重对武警在做任务瞬间时的刻画。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人民卫士相互

配合，为民担当的精神之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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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梦幻天堂一南极》  邹红（山东）

作品中的南极安宁纯净，就像生命初始的样子。

蓝和白显然是南极的主色，而探险者队伍携手

同行的一抹红，则露出别样的光彩。

12 《天路》  李仁明（厦门）

作品构图完整，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

百里之间，旅行的同伴奔驰在广阔无垠的大

道上，反映了人们不畏艰辛，追梦天路的心之

所 在。

君子伙伴
评审奖

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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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相机里窥新颜
从展示老相机的博物馆到摄影作品的展览，到摄

影沙龙成为课堂交流授课，直至画廊的销售，博物

馆把相机和摄影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

的摄影空间。

文｜陆佳裔

闹市中藏着经典的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

这间左邻话剧艺术中心，右靠武康路的相机博物

馆，可能是目前为止收集老相机最全的博物馆了。

从国外的徕卡、尼康、宝丽来，到国产的凤凰

牌相机，再到一代经典国货海鸥相机，这里一应俱

全。国产相机区的陈列柜中，专门为当时的地方名

牌划分了展区，完整记录了当时34家来自全国各地

的相机厂的作品。当时国内的相机品牌多和地方

特色有关，比如重庆的长江牌相机，南京的紫金山

牌，杭州的西湖牌，吉林的梅花鹿牌，沈阳的沈阳

牌等。比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大莱，这台相机的历史

能追溯到1956年。再如上海的海鸥牌相机，这是海

鸥1957年建厂后，1958年推出第一台相机。

老相机制造博物馆中甚至还收藏了国产海鸥

牌相机的生产线。创办这间博物馆的陈海汶先生

告诉《私人银行》，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把经典延

续下来。陈海汶从1981年起就从事摄影工作，至今

已有30多个年头，目前他是一名职业摄影师，担任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海汶喜欢收藏相机，

尤其是国产相机。这可能是因为，近两代摄影人，

他们的成长都是从使用国产相机开始的。作为土生

土长的上海人，陈海汶对国产相机的情结，特别是

上海的海鸥牌相机，情结尤其深厚。博物馆中收藏

的这条海鸥牌生产线就是由他斥资买下。

老相机制造博物馆中几乎收录了海鸥的全系

列产品。1958年时，海鸥还尚未改名，当时称作上

海牌，最初的58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仿照的都

是国外的大牌，比如徕卡、禄莱等。直到1963年，

上海牌相机有机会出口海外，而按照国际惯例，地

方名不能作为出口品牌，因此改名海鸥牌。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海鸥4A的双镜头相机，它是中国相

机里面的经典款，也是属于一代人接触到摄影最

初的记忆。

收购的海鸥生产线就是这条双镜头相机生产

线。据运营负责人王骅介绍，当时海鸥的国营体制

面临解体，双镜头相机的生产线已经很难维持继

续经营生产。陈海汶想尽办法托人找关系，最终

花重金从当时的海鸥公司买下这条生产线的全部

模具、图纸、设备和库存零件，还将当时生产线上

面临下岗的老工人技师一起带到了博物馆。“哪怕

量产最少的东风相机一共只生产了97台，到现在

收藏市场上还是可以看得到。收藏界里面虽然价

格很贵，但是你有钱还是可以买到。而这条相机生

产线是唯一的，绝无第二条。在收藏里面唯一性

是最重要的，目前国际相机收藏界没有如此完整

01 国产相机区的陈列柜中，

完整 展示着 34 家 来自全

国各地的相机厂的作品。

02 制造坊里维修的桌椅、

灯具和布景按照原来的海

鸥生产线原装复制；细心

修理零件的师傅在灯下地

专注伏案作业。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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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条生产线藏品。”王骅说。

据王骅介绍，这条生产线可能是目前市面上

所有相机品牌里唯一一个从最初的图纸、模具到

整个装配作业线，都保存非常完整的生产线了。值

得一提的是，相机的设计晒图图纸已经被翻拍复

制保存，用数码放大，在展厅里用现代的手段，通

过光与影呈现出新的活力。

在三楼和设计图纸一起保留的，还有当时的

真实场景。比如生产流程先是预装，把很多小零

件装成组件，装配中零件的加工需要用到机床，通

常在铆合车间中加工；然后是再总装，把组件最终

装配成一台相机；总装完以后到检验车间检测，各

项指标合格后敲章包装出厂。通过场景的展示，现

代人可以了解四五十年前相机的加工工艺，怎么从

一堆零件变成可用的相机。其中最吸睛的莫过于

目前在工作台上架着眼镜、在灯下细心加工零件

的师傅了。工作用的桌椅、橱柜、工具和照明灯具

都是当年厂里的老物件；零件是限量的，直接从原

来的海鸥生产线上“原装下线”；再配合师傅专注

的眼神，若把这个场景和墙上悬挂的原海鸥厂“老

法师”照片放在一起，很容易就有一种“穿越”的

错觉。王骅介绍，制造坊也是博物馆中的一块，可

以为摄影爱好者和收藏界人士提供限量版订制、

维修及翻新服务。

收藏了生产线后，陈海汶开始考虑尽可能把

相机的品类也收集完整。从收集海鸥开始，他把海

鸥的第一台相机到最后一台相机收全后，又开始

收藏中国生产的其他品牌相机。相比那些国内名

牌相机，有些产量不大的地方小厂产品反而更难，

而且不少七八十年代停产后，摄影爱好者们就已丢

交流授课，直至画廊的经营，博物馆把相机和摄影

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摄影空间。目

前IG映界的活动频率基本保持在每周一次，有从

入门到艺术欣赏的摄影课程，亦有体验复古摄影

技术的活动，推广一百多年前的蓝晒和湿版等古典

技术，洗出的照片是复古的蓝调。

数码相机、包括手机，拍完觉得不好可以删掉

重拍，可是用胶片拍完却不会立马显影，而是需要

一个冲印等待的过程。当然等待的结果和当时的

摄影环境、摄影技术都有关系，可能得到一幅完美

的画面，也可能是一张主体虚化模糊，或是曝光不

足的失败之作，这些后悔、满意、得意的感觉都必

须隔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这是跟数码相机最大

的区别。王骅把它称为延迟的惊喜，就像博物馆的

运营一样。这份最初从情怀诞生的博物馆，做好了

短期内为推广相机和摄影文化做公益运营的准备，

但谁能预料，它不会收获丰厚的延迟惊喜呢。

弃。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陈海汶跑得最多的地方

就是旧货摊和古董店，成了潘家园的常客。 

在二手市场上淘相机，像是某种程度上的沙

中滤金。确定要收某一型号的相机，半年一年才

能找到一台，是很普遍的情况。“有时候知道有这

个型号，但就是找不到。”王骅说，二手的东西可

遇不可求。陈海汶解决的方式是在二手市场收买

一些线人做“眼线”，只要这个相机一在市场上出

现，他就能马上得到通知，然后“不管多少钱都收

过来”。

但哪怕找到了这些失落的相机，却不是终点，

而是起点和新的难点。博物馆需要了解这个相机

品牌背景故事向观众介绍。目前陈列柜中的相机

旁都会贴小牌子标注型号、制造和出厂年份，以及

一段简单的历史。要查明这些并不容易，尤其是地

方制造的相机，因为当时制造相机的厂家历史就

比较复杂。有的是从乐器厂改制，有些前身是手表

厂，还有的是直接在兵工厂下面做相机。这些品牌

的历史有的可以通过查资料对比获得解答，资料中

无法查明的就只能去问收藏家了，包括轻工业部里

对相机工业比较了解的专家，去跟他们沟通、找资

料、再沟通，最后把图片和相机“连连看”对应起

来，才是呈现在观众面前梳理得比较完整的34家

中国相机品牌史。

由于场地的空间限制，博物馆经历了一次搬

家，从重庆路搬至了如今的安福路。搬家后，在博

物馆基础上成立了“IG映界影像艺术馆”，它的主

题也更为丰富。除开三楼的博物馆外，一楼目前搭

建了摄影棚、艺术微喷工作室，二楼为影像主题咖

啡馆，会定期举办讲座和展览，地下室也被改建成

了适合老相机胶卷冲印的暗房。从展示老相机的

博物馆到摄影作品的展览，到摄影沙龙成为课堂

03-05 从国外的宝丽来、

莱卡到国产的凤凰牌相机，

再到一代经典国货海鸥相

机，这 里 是目前为止收 集

的老相机最全的博物馆。

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

上海市安福路 300 号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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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

德语经典音乐剧《莫扎特》

演出时间：2016／12／13—2017／01／15

演出地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导演：海瑞·库普弗曼

作为德语音乐剧的经典之作，《莫扎特》不仅

容纳了历史的厚重感，也包含了艺术表达的丰富

性。它从世人熟知的音乐家——莫扎特出发，讲述

天才的爱、痛、挣扎的传奇故事。剧中再现了莫扎

特对艺术的极致追求和对自由的无限渴求，也描

绘出由此引发的与家庭及时代产生的激烈冲突。

德语音乐剧《莫扎特》首演于1999年10月2

日，2015年《莫扎特》得到了全新制作，但是从导

演到舞台设计等的主创团队与1999年的世界首演

几乎无异。此次引进的版本将在原版的基础上融

合大量最新的舞台技术，舞美既现代又不失古典，

尤其对于莫扎特的表演与造型处理，凸显了莫扎

特与整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同时，高颜值演员搭配

富含时代背景华丽服饰为此剧的亮点。

辞旧迎新艺相伴
声如洪钟美如画
新禧之年首月，在恢弘的交响音乐会，气

势磅礴的激情舞蹈和经典魅力的舞台剧

中，选择一场最爱的演出，用艺术开启你

的 2017 年。

｛舞蹈｝

《大河之舞》 全球巡演

演出时间：2016／12-2017／01

演出地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巡回演出

导演：约翰·麦考根

《大河之舞》被称作全球第一舞剧，是一场力

感、质感和美感兼具的百老汇音乐歌舞盛宴。

该剧以传统爱尔兰民族特色的踢踏舞为主

轴，融合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并汲取

古典芭蕾与现代舞的精髓。音乐方面，悠扬苍凉的

爱尔兰风笛延续古老的情怀，激扬的小提琴挑动

每一根敏感的心弦，赋予传统音乐新的灵魂与生

命；舞蹈部分在继承爱尔兰民间舞蹈庄严风格的

同时，又有美国黑人踢踏的随意不恭，包容踢踏舞

的所有流派，形成独具一格的踢踏舞表演盛会。

《大河之舞》的踢踏舞者，行动整齐划一，宛

若巨浪的舞步中传达出乐观与热情的精神。亲临

其境，你将会在以蝴蝶振动翅膀频率设计发声的

踢踏舞步中，感受每秒钟击打地面32下的奇迹。

｛音乐会｝

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7／1／18-2017／1／20

演出地点：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

                 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

演出者：指挥-丹尼尔·加蒂、小提琴-珍妮·杨森

这 是 一支令 无 数 爱 乐 者 眼 睛 发 亮 的“ 古 董

乐团”，曾被 权 威音乐杂志《留声机》评为“世界

十大 乐团”之首。乐团一 再以非凡音质而 享誉 全

球—如“天鹅绒般的弦乐”，如“金质的铜管”，以

及个性突出的木管与打击乐。

1988年，乐团在百年纪念活动中被封为“皇家”

称号，凸显其地位之尊。在乐团的128年悠久历史中，

每次接力棒的交界都使得乐团的地位与声望不断飙

升。2016年9月，丹尼尔·加蒂成为乐团的新一任首席

指挥。这位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指挥风格狂放热烈，

擅长歌剧及浪漫派交响作品。同场演出的还将有荷兰

著名小提琴家珍妮·杨森，她几乎与全球所有顶尖的

交响乐团都有过合作，在荷兰，她的5张唱片张张都销

量过百万，被媒体评价为“几乎拥有了一切”。

值得注意的是，18日和19日的音乐会演出曲目不

同，不妨考虑抓住机会连听两场。

01  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

02 《大河之舞》全球巡演

03  德语经典音乐剧《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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