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布 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

比赛结果的通知

各市开放大学、社指中心：

为充分展示我省社区教育新风采，和谐、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

氛围，江苏开放大学、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举办了以喜迎二

十大为主线，以讴歌党领导下新时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方

面取得的可喜成就为主题的 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大赛以摄影

作品为载体，以祖国大好河山、自然景观、城市风貌、人文历史、民

俗风情、社区教育、乡村振兴等为内容，展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

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大赛在各市初赛遴选的基础上，共收到 1555 幅作品，经组织专家

初评、复评，共评出一等奖 6 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

奖 100 名、优秀组织奖 6 名及组织工作先进个人 10 名，现予以公布，

名单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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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获奖名单

2.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3.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获奖名单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2 年 9 月 26 日

抄送：省教育厅语继处、各市教育局。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6 日印发



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获奖名单

（一等奖 6名、二等奖 15名、三等奖 20名、优秀奖 100名，共 141名）

一等奖：

序号 地级市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南京市栖霞区 傅绍同 《建设中的南京六桥》（组照）

2 无锡市锡山区 过敏慧 《大地流金》

3 连云港市灌云县 徐玉连 《穿越车流的卫士——侍东亮》

4 苏州市常熟市 金伟麟 《现代工业》

5 宿迁市 郑绪军 《抗疫归来你最美》

6 镇江市扬中市 耿云 《丰收》

二等奖：

序号 地级市 姓名 作品名称

1 徐州市鼓楼区 刘立明 《我与“光字片”今昔》（组照）

2 常州市武进区 戴建春 《爱老敬老》

3 淮安市洪泽区 范来斌 《奔跑在田野上》

4 连云港市海州区 谷晶 《年年有鱼》

5 连云港市连云区 张言华 《诗意山海浪漫连岛》

6 南京市梅山区 杨萍华 《和你一起看夕阳红》

7 南京市秦淮区 朱美华 《滩涂咏叹调》

8 苏州市高新区 张潮涌 《龙舞香山》

9 苏州市吴中区 毛春宝 《喂》

10 苏州市张家港市 季奕 《抗疫先锋》

11 苏州市张家港市 杨海平 《“筷”乐》

12 无锡市锡山区 郭孝琴 《锡东未来》

13 扬州市邗江区 赵景明 《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14 镇江市丹徒区 谷立彬 《健康 e站到村头》

15 镇江市句容市 郁荣奇 《当代蜘蛛侠》

三等奖：

序号 地级市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南通市通州区 朱永中 《余西古镇手艺》

2 淮安市洪泽区 孟庆梅 《最美湖区民警—唐国章》



3 南京市梅山区 何秀荣 《欢庆》

4 南通市崇川区 陈学明 《踏上新征程 健身再出发》

5 南通市海门区 王亚东 《新时代之镜》

6 南通市如东县 康成海 《为红领巾示范》

7 苏州市常熟市 陈福宝 《现代育秧》

8 苏州市昆山市 李忠勇 《采莲》

9 苏州市吴中区 陈军 《和谐》

10 苏州市吴中区 张根福 《蠡墅古桥群》

11 宿迁市宿城区 王四海 《收获》

12 无锡市锡山区 杨木军 《一个意大利老外的中国情结》

13 无锡市锡山区 赵鹏举 《仙境》

14 无锡市锡山区 虞伟忠 《开跑》

15 无锡市锡山区 周信 《拜师学艺》

16 无锡市锡山区 朱卫德 《文化进乡村》

17 徐州市鼓楼区 朱东平 《暖心网格员》

18 扬州市仪征市 陈名顺 《百舸争流仪扬河》

19 镇江市丹徒区 姚振宇 《空中芭蕾》

20 镇江市丹阳市 马新生 《龙腾盛世》

优秀奖：

序号 地级市 姓名 作品名称

1 南京市江宁区 许景阳
《“绘扇于行 寄扇于心”折扇 DIY 活动》

组图

2 南京市栖霞区 虞志俊 《新庄立交桥夜景组图》

3 南京市雨花台区 任康 《紫气东来 聚宝祥瑞》组图

4 南京市玄武区 肖海林 《老来伴》

5 南京市玄武区 王兆顺 《剪纸艺人》

6 南京市玄武区 王光樾 《水下作业》

7 南京市玄武区 沈熙 《中山陵》

8 南京市玄武区 钱旭荣 《赛龙舟》

9 南京市玄武区 胡大建 《欢欣鼓舞百姓乐》

10 南京市浦口区 迟心吉 《我们也合个影》

11 南京市梅山区 沙元和 《江南的雪》

12 南京市六合区 姚洁 《方山采茶》



13 南京市六合区 王秀龙 《花海骑行》

14 南京市六合区 陈星 《向上力量》

15 南京市溧水区 李赣宾 《传承》

16 南京市江宁区 贾振海 《“禾学田园”开园仪式》

17 南京市江宁区 陈冰 《最美的眼神》

18 南京市江宁区 朱庆舜 《老年人学电脑》

19 南京市建邺区 朱守格 《传承》

20 南京市建邺区 宇振林 《插出美的世界》

21 南京市高淳区 时荣贵 《力争上游》

22 镇江市润州区 言燕华 《幸福的一家》

23 镇江市润州区 钱国强 《电气设备安装》

24 镇江市句容市 陈锡祉 《喜气洋洋》

25 镇江市京口区 谢玉林 《趣味阅读》

26 镇江市丹阳市 张梅青 《建设者风采》

27 镇江市丹徒区 朱以忻 《甜蜜的微笑》

28 镇江市京口区 胡寅 《茅山—春色》组照

29 镇江市丹阳市 邓文化 《剪报老人》组照

30 扬州市仪征市 马俊先 《高铁通到我家乡》

31 扬州市仪征市 陈振民 《黑莓小镇锄禾人》

32 扬州市邗江区 吴双珑 《瘦西湖春色》

33 扬州市邗江区 顾庆龙 《乐》

34 扬州市宝应县 王斌 《一箩鲢鲤一箩霞》

35 常州市经开区 姚向明 《初心广场庆元宵》

36 徐州市丰县 郭修站 《致富路上架金桥》

37 徐州市丰县 郭庆海 《绣党旗，喜迎党的二十大》

38 无锡市锡山区 徐美新 《幸福一家子》

39 无锡市锡山区 周建庄 《飞向春天》

40 无锡市锡山区 姚建根 《踏春》

41 无锡市锡山区 许耿坚 《传承》

42 无锡市锡山区 刘长秀 《夜色北兴塘》

43 无锡市锡山区 陈丽 《摆个 Pose》

44 无锡市锡山区 吕玉伦 《美丽的山联村》

45 无锡市锡山区 陆顺荣 《风景如画》



46 宿迁市苏宿园区 刘庆昶 《示范》

47 苏州市张家港市 朱德明 《丰收的喜悦》

48 苏州市张家港市 杨振华 《我的航母梦》

49 苏州市张家港市 吴建东 《通途》

50 苏州市张家港市 王勤芬 《老有所学》

51 苏州市吴中区 周建华 《风雪扫路人》

52 苏州市吴中区 虞卫国 《小帅哥快出院啦》

53 苏州市吴中区 沙仲华 《枇杷丰收的季节》

54 苏州市吴中区 钱永德 《火红的吴中》

55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 李萍 《国泰民安》

56 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 张光科 《云雾缭绕》

57 苏州市市常熟市 徐忠传 《母爱天下》

58 苏州市昆山市 朱巧林 《滩 涂》

59 苏州市虎丘区 陈连火 《人在画中》

60 苏州市高新区 丁丽亚 《幸福常阴沙》

61 苏州市常熟市 徐军 《城市之巅》

62 苏州市常熟市 徐家璜 《护城河畔》

63 苏州市常熟市 陆明星 《同心抗疫，众志成城》

64 苏州市常熟市 景小玲 《革命代代如潮涌》

65 苏州市常熟市 侯布虞 《大地彩绘》

66 南通市通州区 丰文汇 《在红旗下成长》

67 南通市如东县 宋明明 《传承》

68 南通市如东县 缪根山 《唠变化》

69 南通市启东市 施佩玉 《日出云海》

70 南通市启东市 钱峰 《赶海》

71 南通市崇川区 陈蔚 《银龄风采.娇艳无伦》

72 连云港市连云区 朱华南 《抗疫》

73 连云港市连云区 王同根 《紫菜育苗忙》

74 连云港市连云区 刘莹莹 《渔业兴旺》

75 连云港市连云区 李小同 《社区小课堂，假期好去处》

76 连云港市海州区 邓维鉴 《赛龙舟》

77 连云港市灌云县 张正中 《晒玉米榛》

78 连云港市赣榆县 李拥军 《中国红 爱国情》



79 连云港市赣榆县 李海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80 连云港市东海县 田友 《线上升国旗》

81 连云港市东海县 邵光明 《一路欢歌》

82 连云港市东海县 潘元涛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83 淮安市盱眙县 钟丽 《耕耘》

84 淮安市盱眙县 吴松霖 《选举》

85 淮安市盱眙县 孙悦然 《盱眙“小漓江”》

86 淮安市盱眙县 冒国娟 《快乐童年》

87 淮安市盱眙县 房恺歌 《奔跑》

88 淮安市盱眙县 陈丽 《与祖国同行》

89 淮安市盱眙县 陈礼春 《拼搏》

90 淮安市清江浦区 王烟临 《练为战》

91 淮安市淮安区 王超 《我宣誓》

92
淮安市淮安经济技术

开发区
赵雪玮 《致敬火焰蓝》

93 淮安市洪泽区 杨静 《人勤鱼丰》

94 淮安市洪泽区 万震 《水乡珍珠》

95 淮安市洪泽区 陆爱玲 《人间重晚情》

96 淮安市洪泽区 刘宇 《服务需求调查入社区》

97 淮安市洪泽区 严卫红 《喜迎二十大 逐梦向未来》

98 淮安市洪泽区 孟庆梅 《最美湖区民警—唐国章》

99 淮安市 时磊磊 《年味》

100 淮安市淮安区 丁永会 《学党史 感党恩》



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优秀组织奖名单

序 号 单 位

1
连云港开放大学

2 南通开放大学

3 苏州开放大学

4 宿迁开放大学

5 无锡开放大学

6 扬州开放大学

2022 年江苏省社区摄影大赛组织工作先进个人名单

序 号 单 位 姓 名

1 常州开放大学 仲红俐

2 淮安开放大学 杨风涛

3 南通开放大学 徐恬子

4 南京开放大学 张无忌

5 连云港开放大学 宋金华

6 苏州开放大学 郭肇娴

7 宿迁开放大学 袁梦

8 无锡开放大学 罗婷

9 扬州开放大学 张文会

10 镇江开放大学 谈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