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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作品电子相册
（以姓氏笔画为序）



01号参赛作品：齐齐

马艺：2018年8月拍摄于成都东郊记忆。



02号参赛作品：加拿大千岛湖码头

王晓东：2018年8月拍摄于加拿大千岛湖金斯顿卡纳诺基码头。加拿
大圣劳伦斯河河湾有大小天然岛屿1865个，人工岛屿1个，
称作千岛湖。湖中心分界线将千岛湖一分为二，南岸是美
国纽约州，北岸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三分之二岛屿在加拿
大境内。



03号参赛作品：美丽的心岛

王晓东：2018年8月拍摄于
加拿大。心岛在美
国境内，1900年乔
治•博尔特投巨资
在岛上兴建罗宾兰
德古堡献给妻子露
易斯，不幸的是他
妻子只住了四年就
逝世了，乔治伤心
欲绝，再也没有踏
上该岛，而将它捐
给了美国政府，成
为美国旅游胜地。



04号参赛作品：湖光

方小书：2018年暑假，拍摄于冶勒湖。神秘的冶勒湖，终年碧水粼
粼。四周有原始森林，大片草甸。夏季在湖边露营，夜晚
看辽阔星空，宁静安详。



05号参赛作品：夏午

方小书：2018年暑假，拍摄于冶勒湖。神秘的冶勒湖，终年碧水粼
粼。四周有原始森林，大片草甸。夏季在湖边露营，夜晚
看辽阔星空，宁静安详。



06号参赛作品：一家人

左劼： 2018年8月，拍摄于二环路成仁路口住家小区门口花园。炎
热夏季，一片小荫，有家人相伴，也处处温馨。



07号参赛作品：一起锻炼吧

卢晓春： 2018年6月，拍摄于墨菲运动。



08号参赛作品：水枪大战

卢晓春：2018年7月，
拍摄于川大
二幼。



09号参赛作品：吹泡泡

师维：2018年7月，拍
摄于住家小区
内。



10号参赛作品：小小消防员

师维：2018年7月，拍摄于川大幼儿园。



11号参赛作品：乡村美食

刘正熙：拍摄于2018年8月，成都温江寿安镇吴家场“鱼全吃”美食
坊。温江区旅游协会、餐饮协会授予“鱼全吃”菜品原创
奖，四川电视台“吃八方”特别推荐。



12号参赛作品：独树成林

刘正熙：拍摄于2018年8月，瑞丽独树成林景区。榕树主干中部平生
的众多气生根，顺树而下，相互交缠，盘于根部，扎入泥
土，形成根部相连的丛生状支柱根，形成一树多干的成林
景致。



13号参赛作品：观日出

齐玉涛：2018年8月，
拍摄于俄罗
斯奥尔洪岛。
八月从北京
乘坐国际列
车前往俄罗
斯伊尔库斯
克市，在世
界第一大淡
水湖贝加尔
湖畔的奥尔
洪岛观看日
出。



14号参赛作品：夏日亲情

李征：2018年8月，拍摄于成都锦华万达广场。趁夏日夜晚凉爽，和
家人在万达广场，陪爱女玩耍。



15号参赛作品：校园夜色

李征：2018年7月，拍摄于川大望江校区双荷池。夏日夜晚带女儿在
川大北门赏荷，校园景色秀丽，实验大楼师生夜晚工作学习
的灯光，也是校园一景。



16号参赛作品：相濡以沫

李晖：2018年7月拍摄于
成都。



17号参赛作品：赛场风采

李晖：2018年7月拍摄于羽毛球馆。



18号参赛作品：快乐小天使

李梦诗：2018年8月拍
摄于成都一儿
童乐园。暑假
过完，就是正
式的幼儿园学
生的侄女在开
心玩耍。



19号参赛作品：教堂丽影

李梦诗：2018年7月拍
摄于青岛圣弥
厄尔教堂。



20号参赛作品：五彩滩大漠落日

李霓：拍摄于2018年7月，新疆五彩滩。都说五彩滩的大漠落日异彩
纷呈，我们在下午8点左右（新疆比北京晚两个时区）来到
这个景点，等待九点半左右太阳落日地平线的壮丽景色。大
漠落日的美好瞬间，霞光万丈，太美了。



21号参赛作品：醉美赛里木湖

李霓：拍摄于2018年8月，美丽的赛里木湖清凉如水，透澈如泪，带
着楚楚动人的清秀和神秘感，让看到它的人入了眼走了心终
身难忘。静静地欣赏，慢慢地品味，慵懒的步伐游柔美而清
澈的赛里木湖，细数这碧水如月、天广地阔的美景。



22号参赛作品：挪威雨城

吴志红：2018年7月拍摄于
挪威卑尔根。挪
威西海岸最大最
美的港都，被联
合国评选为“欧
洲文化之都”，
这里气候温和，
以多雨闻名，是
一座“雨城”。



23号参赛作品：峡湾

吴志红：2018年7月拍摄于
挪威峡湾。世界
上80%的峡湾在
欧洲，而欧洲的
峡湾主要在北欧，
北欧的峡湾则主
要在挪威。



24号参赛作品：女儿与小狗

吴宏瑜：2018年8月拍摄于
天府公园。天府
公园北起正公路，
南至福州路，沿
天府大道绵延2公
里，总面积为1.6

平方公里，夏日，
不想宅在家里，
陪着家人到“世
界生活中心--天府
公园”公园逛逛，
自然一色，拍下
“人、动物和自
然的和谐画面”。



25号参赛作品：拥抱大自然

吴宏瑜：2018年8月拍摄于
耿达。天府之国
处处是风景，避
暑来到耿达，耿
达在08年汶川地
震之后沉淀了9年
多，在这9年一直
被遗忘，所以保
留了世外桃源的
感觉，不需要做
什么，只大口呼
吸都是美好的。
我情不自禁的想
拥抱蓝天与白云。



26号参赛作品：湖边倒影

何丹：2018年8月拍摄于泸
沽湖。



27号参赛作品：夏日幽凉

何丹：2018年8月拍摄于崇
州罨画池公园。



28号参赛作品：海内存知己

张卫华：2018年7月，拍摄于新国大。在海外偶然看到同行创客实验
室，不由得留影一张。



29号参赛作品：三个代表

张卫华：2018年8月，拍摄于新国大。



30号参赛作品：开心果宝

张飞絮：2018年8月拍摄于
成都大悦城。



31号参赛作品：小能人

张飞絮：2018年8月拍摄于成都兴隆湖。



32号参赛作品：相伴

张天庆：2018年8月拍摄于成都天府公园。



33号参赛作品：小憩

张天庆：2018年8月拍摄于成都天府公园。



34号参赛作品：挪威奥普兰郡

张珏：2018年8月拍摄于挪
威奥普兰郡。若晴
天和日，就观赏闲
云；若雨落敲窗，
就且听风吟；若时
光逝却，就珍存过
往。



35号参赛作品：哥本哈根

张珏：2018年8月拍摄于童
话王国丹麦首都哥
本哈根新港。



36号参赛作品：孩子眼中的雨天

陈宇：2018年暑假，拍摄于川大校园内。



37号参赛作品：婆婆与孙女

陈宇：2018年暑假，拍摄于家中。传统的饺子要代代传，孩子学得
多认真啊。



38号参赛作品：耶！

陈媛媛：2018年8月，拍摄于昆明民族风情园。



39号参赛作品：湖光山色

陈媛媛：2018年8月，拍摄于西昌邛海边。



40号参赛作品：金川云顶花海

罗雷：2018年暑假，拍摄于金川云顶花海。假期与亲友一起，长途
跋涉历经艰险，终于到达美丽的金川云顶花海。云顶花海山
花烂漫，云海翻腾，令人不由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41号参赛作品：热情好客的南非人

罗雷：2018年暑假，拍摄于南非。“彩虹之国”南非是一个真如彩
虹般美丽的国度。迷人的自然风光、温暖的气候、繁多的动
植物、完整的都市乡村规划、缤纷的多元文化气息、热情好
客的主人，这一切都令人难忘。



42号参赛作品：麦浪滚滚泛金光

周立：2018年暑假，拍摄于内蒙古。



43号参赛作品：漫步在乌拉盖草原

周立：2018年暑假，拍摄于内蒙古。



44号参赛作品：我心飞翔

孟宏源：2018年8月，拍摄于泰国芭提雅。



45号参赛作品：海的女儿

孟宏源：2018年8月，
拍摄于泰国芭
提雅。



46号参赛作品：大小

赵启军：2018年8月，拍摄于新疆库木塔格沙漠。蓝天白云，骄阳似
火，漫漫黄沙中，人显得何其渺小。大手牵小手，炎炎烈
日下一起前行，传承相助又是何等之大！



47号参赛作品：回访地震10年后的红白镇

郝清华：2018年8月拍摄于什
邡市红白镇政府所在地红场。
红白镇是“5·12”汶川大地震
的极重灾区，全镇瞬间夷为一
片废墟，遇难及失踪群众2000

多人。地震发生后至当年8月
底，我有幸参与组织师生到现
场开展健康教育、流行病调查、
心理疏导等抗震救灾工作。今
年8月，故地重游，只见经过
北京市的对口支援重建，一个
公益和基础设施齐全，保持川
西传统风貌的现代化新镇展现
在眼前。



48号参赛作品：烟雨泰山

胡琼：2018年7月，拍摄于泰山。



49号参赛作品：古镇闲适

洪玫：2018年8月，拍摄于雅安上里古镇。



50号参赛作品：咫尺匠心难

洪玫：2018年8月，拍摄
于北京798艺术区。



51号参赛作品：我带爸爸参观三线文化长廊馆

骆学春：2018年7月，拍摄
于贵州六盘水三线
文化长廊。照片中
的汽车为三线建设
时使用的实物，重
点在安全行车100

万公里，其精神值
得尊敬和学习。



52号参赛作品：路在脚下

骆学春：2018年7月，拍摄
于贵州六盘水水城
古镇。照片中的铁
轨仿三线建设时使
用的尺寸，现在做
为观光车轨道使用。



53号参赛作品：哥俩好（1）

聂靖：2018年8月，拍摄于上海自然博物馆。



54号参赛作品：哥俩好（2）

聂靖：2018年8月，拍摄于浙江西塘古镇。



55号参赛作品：红色接班人

贾鹏：2018年8月，拍
摄于延安。



56号参赛作品：放飞自我

夏欣：拍摄于2018年8月，新疆赛里木湖边享受阳光、放飞自我。赛
里木湖——大西洋的海风向东吹，越过万水千山，到天山山
脉的西端，滴下了最后一滴眼泪，闪着晶莹的光。



57号参赛作品：徜徉花海

夏欣：拍摄于2018年8月，新疆昭苏徜徉花海。盛夏，中国最美花海
不在青海，在这里——新疆昭苏。百万亩香紫苏，向日葵，
油菜花竞相开放，到这里，你会被惊艳到。



58号参赛作品：赶潮

倪云竹：2018年8月，拍摄
于印度尼西亚·巴
厘岛。



59号参赛作品：岁月静好

倪云竹：2018年8月，拍摄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60号参赛作品：青海偶遇双彩虹

倪胜巧：2018年8月，拍
摄于青海。8月
一家三口从成
都自驾去青海。
从茶卡盐湖去
德令哈市的路
上风云突变，
偶遇双彩虹，
真是幸运哈！



61号参赛作品：季差

郭兵：2018年8月，拍摄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成都的盛夏时节，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却正值冬季。



62号参赛作品：翠绿

唐荣英：2018年8月，拍摄于内蒙古根河湿地。



63号参赛作品：路在脚下

唐荣英：2018年8月，拍摄于内蒙古乌拉盖九曲弯。



64号参赛作品：学而时习之

黄学军：2018年7月，拍摄于汉中诸葛古镇。



65号参赛作品：寻根

黄学军：2018年7月，拍摄
于黄帝陵。



66号参赛作品：红色传承（1）

章乐：2018年7月，拍摄于
江西井冈山。



67号参赛作品：红色传承（2）

章乐：2018年7月，拍摄于
江西井冈山。



68号参赛作品：同游古镇

梁晓春：2018年8月，拍摄
于雅安望鱼古镇。



69号参赛作品：山色秀丽

梁晓春：2018年7月，拍摄于汶川三江镇。



70号参赛作品：美龄宫（1）

葛龙：2018年8月拍摄于南
京美龄宫。



71号参赛作品：美龄宫（2）

葛龙：2018年8月拍摄于南
京美龄宫。



72号参赛作品：校友回家

董柯平：2018年8月，拍摄川大江安校区。计算机学院2004级毕业
十周年回母校聚会。



73号参赛作品：大师（1）

蔡葵：2018年8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杰
出教授Anil K. Jain莅临四川大学，受聘四川大学名誉教授、
四川大学智能系统研究院名誉院长，并做精彩的学术报告。



74号参赛作品：大师（2）

蔡葵：2018年8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杰
出教授Anil K. Jain莅临四川大学，受聘四川大学名誉教授、
四川大学智能系统研究院名誉院长，并做精彩的学术报告。



75号参赛作品：参观卫星发射中心

熊勇：2018年7月，拍摄
于山西岢岚县太原
卫星发射中心。观
看高分11号卫星成
功发射之后，家人
合影。



76号参赛作品：纪念白求恩

熊勇：2018年8月，拍摄
于山西太行山下白
求恩纪念馆。



77号参赛作品：水中小蝴蝶

潘薇：2018年8月，拍摄于简阳三岔湖。



78号参赛作品：快乐天河潭

潘薇：2018年8月，拍摄于贵州。



79号参赛作品：南部海滩（1）

戴丽娟：2018年8月，拍摄于斯里兰卡南部海滨。南部海滨是著名
的黄金海滩，被誉为“斯里兰卡的天堂”。



80号参赛作品：南部海滩（2）

戴丽娟：2018年8月，拍摄
于斯里兰卡南部
海滨。南部海滨
是著名的黄金海
滩，被誉为“斯
里兰卡的天堂”。



81号参赛作品：探佛

戴蓉：2018年7月，拍摄于印尼日惹。照片背景为印尼日惹山丘上
的佛塔——婆罗浮屠。



82号参赛作品：戏潮

戴蓉：2018年7月，拍摄于印尼巴厘岛。日落时分，在巴厘岛悬崖
酒店海滩戏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