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多彩体育 美好生活”2021 江苏优秀体育摄影和

微视频征集展评活动获奖作品

体育摄影作品

序号 一等奖 作者

1 《农田赛事》 孙建春

2 《看会船》 郑文才

3 《妈妈加油》 王松南

4 《为历史时刻欢呼》 谢淼

5 《玄武湖龙舟赛》 何小清

6 《巾帼英姿》 蒋坤良

7 《一日之晨勤于练》 严鹤龄

8 《特殊运动场》 张顺

9 《城市足球》 诸玲霞

10 《人工雪场滑雪忙》（组照） 贺敬华

序号 二等奖 作者

1 《老来乐》 洪声

2 《技高一筹》 刘国琴

3 《古黄河生态体育公园健身场》（组照） 宿迁市体育摄影协会

4 《中国教练》 蒋志根

5 《摔的漂亮》 宿迁市体育摄影协会



6 《最佳搭档》 丁欣

7 《跨越》 孙永

8 《泥泞中的激情》 滕宏飞

9 《起跑线》 王金玉

10 《突围》 孙承武

11 《秦淮河边百姓生活》 王建英

12 《激情马拉松》 单楣

13 《汽摩运动的魅力》 孙小青

14 《速度与激情》 葛枫

15 《埃斯库德罗倒钩得手》 高爱平

16 《醉美晨跑》 杜纪煜

17 《操场舞》 周荣琴

序号 三等奖 作者

1 《享受运动，拥抱健康》（组照） 任康

2 《农民赛事进校园》 孙建春

3 《踏轮飞舞》 洪声

4 《一马当先》 贺敬华

5 《未来之星》 孙承武

6 《快乐仲夏夜》 丁欣

7 《快乐放飞》 杜新良

8 《家庭拔河赛》 蒋宁

9 《课间十分钟》 邵世红



10 《快乐老人》 方海鹰

11 《踏上新征程健身再出发》 俞敏

12 《第23届贝贝杯足球赛》 杨海平

13 《活力金秋》 曹巍

14 《凤城太极》 朱浩

15 《走进健康 享受幸福》 薛春凤

16 《全民参与快乐健身》（组照） 王金玉

17 《传统体育助力“双减”》（组照） 薛飞

18 《救》 孙永

19 《奔向未来》 滕宏飞

20 《攻城略地》 陆顺荣

21 《空中舞蹈》（组照） 吴莹光

22 《激战》 诸玲霞

23 《体育公园风景美》 李伟

24 《齐心协力》 胡正光

25 《雨中争抢》 程天翔

序号 优秀奖 作者

1 《千人大会操》 董爱珍

2
《亚洲最大 NBA级别--南京青奧体育

公园》（组照） 马忠智

3 《绿地蓝跑道上的中国红》 石亚华

4 《乡村体育》（组照） 宿迁市体育摄影协会



5 《职工运动会》（组照） 宿迁市体育摄影协会

6 《我们单位的拔河赛》 蒋宁

7 《生命在于运动》 邵世红

8 《独臂少年雨中激战》 方海鹰

9 《雄鹰展翅》 刘世兴

10 《非遗表演》 崔飞

11
《阳澄湖亲子轮滑刷街活动》

苏州工业园区轮比亚体育

运动俱乐部

12 《清晨的生机》 孙小青

13 《跳绳接力赛》 田伟新

14 《公园晨练》 薛春凤

15 《柔力球健身快乐多》 陈学明

16 《冬泳》 王建英

17 《必胜》 程天翔

18 《冰天雪地无所惧》 黄勇

19 《活力三原色》 郑文才

20 《二龙戏珠》 李正林

21 《全民健身我先行》 吴莹光

22 《大运河畔健身公园展新颜》 孙井贤

23 《认真学习》 刘笑

24 《小船模大世界》 张元景

25 《湖上竞渡》 杨金龙



26 《一路彩跑》 李先云

27 《激情岁月》 刘晶

28 《起跑》 孙永

29 《花海骑行》 滕宏飞

30 《飞翔的梦》 蒋坤良

31 《紧张的追逐》 吴雨敏

32 《瞬间》 孙承武

33 《国民体质监测》（组照） 南京市泰山街道办事处

34 《对峙》 查验宣

35 《冲刺》 诸玲霞

36 《盲人专项活动，盲人板玲球比赛》 杨光国

37 《筑基》 徐明

38 《舞起长龙闹新春》 王臻

39 《老乒新传》 张斌

40 《幸福荡漾》 陈白生



老照片作品

序号 优秀奖 投稿人

1 《1953年五台山体育场》（1953年） 曹伟

2
《1953年徐州市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时的

旧址》
谢淼

3 《上世纪60年代初的徐州市女篮合影》 谢淼

4 《上世纪60年代初徐州一中校内的班级跳绳活动》 谢淼

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东海县体育场》 邵光明

6 《江苏省田径传统项目体育教师训练班》（1981年） 戴家骅

7
《江苏省中小学首届体育教学学术讨论会》（1983

年）
戴家骅

8 《看谁跑得快》（1985年） 刘国琴

9 《看谁跳得远》（1985年） 刘国琴

10 《1986年徐州市承办江苏省第十一届运动会》 谢淼

11
《1989年初，徐州首次销售即开型体育彩票，场面火

爆》
谢淼

12 《儿童游戏荡花船》（1996年） 戴家骅

13 《儿童游戏拱山洞》（1996年） 戴家骅



体育微视频作品

序号 特等奖 作者

1 《盐龙体育公园跑步线路》 姜军

序号 一等奖 作者

1 《龙舞骆山，千年情驻》 李晨晖

序号 二等奖 作者

1 《体育进乡村 舞动振兴梦》 宋欣雨

2 《谢谢》 刘一帆

序号 三等奖 作者

1 《全民健身 健康宿迁》 宿迁市体育摄影协会

2 《向着更高更快更强》 张家港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3 《苏州奥体巡礼》
苏州市体育信息中心

（苏州市体育文化中心）

序号 优秀奖 作者

1 《百名党员接力跑》 李伟

2 《重走长征路》 龙金平

3 《穿越龙城》 邹祥

4
《2021”陶都体彩杯“宜兴市第三届全

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宜兴市体育中心

5 《“贝贝杯“成就绿茵梦》 张家港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6 《寻找城市中的小美好》 张家港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7 《好春光 不如跑一场》
南京七加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8 《雏鹰展翅 鹰击长空》 南通市轮滑运动协会

9 《我们为什么打橄榄球》 宿迁市体育局

10 《谁与争锋》 泰州非凡影视有限公司

11 《海安市健身体育志愿服务之歌》 杨华

12
《“全民健身 亲子假日”2020苏州市亲

子轮滑定向赛》
徐佳明

13
《我们都是追梦人 ——高邮体育赛事

集锦》
穆江荣

14
《农民的节日——南京八卦洲农业嘉年

华龙舟赛》
王联民

15 《未来 · 十年》 廖可心

16 《凯瑟琳24号 字幕》 朱云飞

17 《传—新传足球队微纪录片》 毛安涛

18 《飞跃人生》 王湛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