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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文明办、淮北日报社举办的“文明村镇·
美丽家园”淮北市首届文明村镇摄影大赛，共收到
作品 1061件。经大赛专家严格筛选，依据参赛作
品的主题符合度、艺术感染力、摄影技巧、构图、立
意等评选标准，相机组获奖作品共计 45件，其中一
等奖 2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优秀奖 28
名；手机组获奖作品共计 17件，一等奖 2名，二等
奖 5名，三等奖 10名。
现予以公告。
淮北市文明办
淮北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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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村镇·美丽家园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一等奖（2名）

手机组

《秸秆打捆》 烈山镇宋疃镇 张向阳
《石山变青山》 曲阳街道办黄里 张淑萍

二等奖（5名）
《童年趣事》 烈山区和村 王圆圆
《收获在金秋》 五沟镇孟集村 陈立霞
《乡村环境》 五沟镇北湖南村 陈立霞
《约跑杏花村》 曲阳街道办黄里 简倩倩
《产业扶贫》 濉溪县铁佛镇 张淑萍

三等奖（10名）
《希望的田野》 金翔

《俯眺黄里晨景》 谢波

《幸福悄悄话》 张锋

《“家庭医生”服务到村口》 万善朝

“文明村镇·美丽家园”淮北市首届文明村镇摄影大赛作品展

《农民玉米脱粒忙》 五沟镇曹坊村 陈立霞
《人居环境美起来》 五沟镇北湖南村 陈立霞
《家门口看杂技》 秦楼村 王圆圆
《花开引客来》 烈山区和村 王圆圆
《村里舞蹈队》 刘桥镇王堰村 张向阳
《故乡的云》 孙疃镇魏圩村 戚全英
《不虚此行》 南坪镇太平村 王德亮
《美丽的华家湖》 烈山区烈山镇 贾运才
《夸夸咱的“葡萄王》 段园镇大庄村 邹昱
《通向幸福的路》 曲阳街道办黄里 田华

文明村镇·美丽家园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
一等奖（2名）

相机组

《希望的田野》 杜集区段园镇 金翔
《农村文化建设》 杜集区南山村 谢巍

二等奖（5名）

编者按：

《致富灵枣喜获丰收》 烈山区黄营村 岳建文
《天水一色》 烈山区杨庄 张瀚奇
《农村淘宝带动村民致富》 临涣镇石集村 李鑫
《奔向新生活》 杜集区徐暨村 王士凤
《山场里飞出富民鸡》 烈山镇南庄村 张淑萍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全面展示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市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
成果，市文明办联合淮北日
报社举办了主题为 “文明
村镇·美丽家园”的文明村
镇摄影大赛。
本次大赛紧紧围绕实
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
略、推动乡村振兴，聚焦农
村“人居环境美起来、乡风
民风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
来”，以村风民风、乡村道
德、文化惠民、村容村貌等
方面建设成就为主要题材，
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我市
农村的好山好水好风光、新
人新事新风貌。
大赛得到了广大摄影
爱好者的积极响应，他们走
进乡村，拍摄了上千幅作
品，以自己的视角，用镜头
定格我市新时代文明村镇
新画卷的最美瞬间。经过评
委会认真遴选，严格评审，
评选出相机组和手机组两
个组别各一等奖 2件、二等
奖 5件、三等奖 10件，另有
28件作品获相机组优秀
奖。

三等奖（10名）
《农村文化建设》 谢巍

《精品民宿初露“芳容”》 岳建文

《精品民宿初露“芳容”》 烈山区榴园村 岳建文
《观赏转莲》 相山区张集村 韩云峰
《家乡的河》 五沟镇童亭村 胡珍玲
《奔小康》 段园镇大庄村 王士凤
《午季农场抢收忙》 濉溪县百善镇 王圆圆
《俯眺黄里晨景》 曲阳街道办黄里 谢波
《积分超市》 濉溪县五里郢社区 万善朝
《临涣茶馆》 濉溪县临涣镇 吴辉
《面灯》 杜集区梧桐村 张彧
《濉河岸边》 曲阳街道办黄里 葛晓梅

优秀奖（28名）
《农村淘宝带动村民致富》 李鑫

《山场里飞出富民鸡》 张淑萍
《奔向新生活》 王士凤

《古镇民俗助发展》 张强

《童年趣事》 王圆圆

《面灯》 张彧

《临涣茶馆》 吴辉

《收获在金秋》 陈立霞
《约跑杏花村》 简倩倩

《返乡创业》 杜集区段园镇 曹雨婷
《柳江口的笑声》 濉溪县百善镇 王圆圆
《童话田园》 杜集区南山 王圆圆
《“家庭医生”服务到村口》 濉溪县南坪镇 万善朝
《石榴小镇美如画》 烈山区榴园村 张瀚奇
《舞出农村新风尚》 烈山区古饶镇 岳建文
《美丽青谷》 烈山区青谷村 韩云峰
《春花烂漫南山村》 杜集区南山村 郝士宝
《山村晨光》 榴园村赵庄 郝士宝
《共赏花海金秋同乐》 杜集区双楼村 梅月
《朝霞映红雷河畔》 烈山镇 赵雪华
《喷洒希望》 石台镇 赵雪华
《远眺杏花村》 曲阳街道办黄里 陈文骁
《乡村最美大道》 相山区鲁楼村 黄鹤鸣
《雨后黄兴庄》 百善镇黄新庄村 赵茂华
《隋风唐韵黄新庄》 百善镇黄新庄村 缑军
《村里通公交》 濉溪县蒙村 李宝萍
《古镇民俗助发展》 濉溪县临涣镇 张强
《晨曦》 烈山区榴园村 金翔
《石头山重披绿装》 烈山区烈山镇 祐玺
《锦绣南山》 杜集区南山村 邱莎莎
《南山雾晓》 杜集区南山村 张彧
《孝为先》 相山区郭王村 张锋
《幸福悄悄话》 杜集区南山村 张锋
《生态柳江》 百善柳孜文化园 王新华
《蒋疃花海》 烈山区蒋疃 王淑敏
《桐花开遍南山野》 杜集区南山村 彭慧
《村内回收餐厨垃圾》 相山区徐集村 黄鹤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