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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洋溢滿貴州」

作者：老建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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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復活節假期間，筆者跟隨中
國山區兒童就學(香港)關注基
金及明峰攝影學會舉辦的「貴
州也蒙思源小學竣工考察團」

講座欣賞暨聚餐

到貴州跑了一趟，親身探訪貴

晚會

州偏遠山區少數民族的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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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行八位朋友共同感受是次扶
貧探訪團的滋味， 箇中可以讓
筆者有機會增廣見聞和親身體
驗過程，實不枉此行。 據說貴州「天無三日睛」，行程中天氣三天陰，一天
晴，最後一天小雨，總算不太壞。雖然拍攝回來的作品不多，但令我親身感受到
山區兒童那一份真誠及對學習所抱的追求態度。也蒙思源小學新教學樓竣工落成
儀式當天，我們受到當地的學生和鄉民們熱烈歡迎，心情感動不已。
是次行程深入達地水族鄉也蒙地區，道路崎嶇，我們早已有心理準備這是
一次艱苦旅程的挑戰，但慶幸旅途中一切順利，沒有想像中的那種艱辛程度，或
者一般體力上的辛勞，對一個攝影人來說應該足已應付。首兩天的攝影行程主要
是參觀和拍攝郎德上寨鄉民表演的民族舞和大團圓舞，這是當地最富有民族色彩
的舞蹈，筆者運用魚眼鏡去拍攝這項表演舞蹈場面，無論是將表演舞姿凍結或選
用動態拍攝，都是最適合不過。除此之外，我們上雷公山頂參觀自然生態，觀賞
遠眺雲海景緻、拍攝在山頂嚴寒天氣下生長的老龍爪樹，還有拍攝沿途滿山盛放
的桐花，在桐花前景襯托著山坡和遠景的小屋及田野，實在是美不勝收的一幅山
間畫卷。途中經過多個少數民族村落，有不少民族特式的建築物如風雨橋、苗家
吊腳樓還保存尚好， 古樸味濃郁，都是貴州雷山縣的著名和具有特式景觀。
達地水鄉也蒙小學原本是一所村級小學，學校自 1962 年修建的木質教學樓
已成為 C 級危房，長年失修，更面臨倒塌的危機。在一次偶然機遇下，中國山
區兒童就學(香港)關注基金及香港思源基金會委員曾多次前往該處實地考察，目
睹該校辦學條件及面對嚴峻的問題，確立了在 2006 年 04 月投資港幣 38 萬元援
建新校舍計劃，並冠名為也蒙思源小學。實施該項工作計劃亦得到當地政協雷山

縣委員會、縣教育局、達地鄉鄉政府的協助，貴、港兩地携手合作，實現了一個共同的願望。援建項
目已於 2007 年 04 月 7 日竣工落成，整個工程包括有校園內的學生食堂、籃球場、國旗臺、洗水間及
240 套書桌等，亦同時交付使用。當日我們參與是項活動，並協助拍攝整個竣工落成儀式的工作記錄
照片。
我們整隊考察團在前往也蒙思源小學目的地前，已預先計劃作出贊助，購買好幾百份糖果和食
物，連同善長黃先生贊助的雨傘、文具全套和背囊等送贈予該校的學童，作為慶祝新教學樓竣工落成
的禮物。考察團同行有香港、中廣州及馬來西亞的熱心公益人士，他們亦連續資助該地區的貧困學生
學費和部份生活費，令他們能有機會繼續就讀，得以完成整個學業。

後感：
竣工落成儀式當日，三個鄉的村民及學校兒童們列隊在學校門外，列隊歡迎我們，不斷的歡呼聲
及鼓掌聲令人甚為感動，「真誠」及「感激」可以在每一位孩子臉上找得到，情系國民教育，愛灑貧
困山區，上演了一幕溫情洋溢滿貴州的場面，那時才是我們的拍攝的重點高潮。 孩童的一顰一笑，雖
然他們有時扮正經，但卻掩飾不了他們心中的喜悅和天真爛漫的內心世界，抓拍及紀實的攝影題材多
的是，我們一班攝影人當然不會錯過任何一個時刻
和片段……。
個人深切獲知當地有很多渴望上學的貧困兒
童，千辛萬苦的環境下都希望能完成整個學業，現
今山區部份教育問題得到了初步解決，他們可享受
到新的教學設施環境，希望各同學們能把握這個機
會，好好學習，勤奮向上，將來成為國家的棟樑。
相對地同一片天空下，亦希望香港現時幸福的一群
學生們，好好的去反思或找機會去體驗山區清貧學
生的學習生活，何謂身在福中不知福？

六月份攝影作品講座欣賞暨聚餐晚會
日期：二 00 七年六月二十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七時正
地點：九龍何文田窩打老道 65A-65B 紫荊閣海鮮酒家

名家攝影作品講座 ~ 郎靜山大師 ： 講者：麥柱發（前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會長）
你看過多少攝影名家的作品？你又能理解名家作品的內涵及意念嗎？如果你想更清楚了解其中的奧
秘就務必來參加我們的月會 , 從上次月會我們已開始了題為：「名家作品逐個講」的專題講座 ,
反應非常好 , 我會希望在每次月會中 , 透過用名家的作品講座方式來推廣攝影藝術深化影藝 ,
每次月會都選一個名家的作品來講解、分析給各位影友 , 令大家有更深的認識。
六月份的月會選出郎靜山大師的作品。
作品分享講座 ~ 孫曰明
內容：以一輯剛在赤柱拍攝回來的龍舟競渡作品與大家分享,
正好為『群龍競渡匯赤柱』攝影比賽作一次賽前預告, 講解拍攝經驗及心得,
有意參加比賽的會友不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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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高級粵菜晚餐
3/4R相片評選賽事：每位會員每次最多可交攝影作品5張，照片規格是3R或4R
評選規則是每位到場參加晚會者都可評選入圍作品，以圈出心目中最好的5張為限，最多人投中的選
出12張入圍作品，再由資深評委選出冠、亞季及優異作品，得獎者可獲禮品乙份，得獎作品會用作年
終以作總評，看誰在終極賽中獲獎。

破邊洲攝影一日遊

活動部消
息

6 月 10 日(週日)上午準 9 時 15 分前西貢海濱廣場(近巴士總站公廁)認
旗集合。是日為本會與「獵影遊」交誼活動。專船過糧船灣鎖匙門，
抵萬宜水庫東壩，分批輕舟穿水道，近賞孖洞及海浪長期侵蝕形成
「巨型管風琴」的有趣地理景觀。再登陸破邊洲及遠觀近賞花山崖岸的柱石奇景，午後另擇良灣海
浴。
收費：會員 115 港元、非會員 125 港元。代辦專船及駁艇，自備糧水晴雨具泳具及攝影器材。
會員優先報名，額滿即止，查詢報名︰ 7551 3804 郭先生。
備註： 以上活動, 只屬結伴同遊性質, 歡迎量力參加, 為保障個人安全起見, 請自行購買保險,

消失中的馬灣漁村半天攝影遊
日期：七月十五日(星期日)
時間：早上七時
拍攝內容：棚屋、晒蝦醬、魚排、舊民居及海灣
集合地點：荃灣地鐵站 C 出口大堂等
費用：全免
報名：網上登記 www.35photo.org 或查詢 91410533 關先生

鄒毅攝影作品《飄雪有韻》攝影講座
日期：二零零七年六月廿四日(星期日)晚上七時
地點：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
在冰雪攝影創作上傾注了無數的心血，付上了無窮的努力，雪鄉裡留下了他艱辛跋涉的足跡，能將皚皚白雪的長白
林海，玉樹瓊花般的松花江畔、十里長堤，風雪迷漫的東北雪鄉拍攝得樸實典雅而含雄渾氣蘊，就不能不介紹東北
的攝影名家—鄒毅先生。
鄒毅，1947 年出生於吉林省舒蘭市，1966 年參加鐵路工作，1987 年畢業於魯迅美術學院攝影系，現任職於吉林鐵
路分局黨委宣傳部，並任沈陽鐵路局文聯副主席、攝影家協會主席；吉林省、遼寧省攝影家協會理事；中國攝影函
授學院客座教授。1998 年獲中國攝影家協會授予“德藝雙韾＂優秀會員稱號，並於同年及 2001 年分別榮獲吉林省
長白山文藝獎和吉林市松花湖文藝獎。吉林博物館為其專設“鄒毅冰雪攝影作品展室＂，有近百幅攝影作品被博物
館收藏。2004 年末榮獲中華全國鐵路總工會授予的“火車頭職工藝術家＂稱號。
於 1998 年鄒毅隨中國攝影家代表團到歐洲六國進行觀摩交流，40 幅攝影作品在法國巴黎展出，受到歐洲攝影聯盟
主席的高度評價。2000 年及 2002 年分別被聘任為中國攝影家函授學院和大連醫科大學攝影系客座教授。自 2003 年
以來，先後被中國各電視台邀請為嘉賓，對其進行了多次個人專訪。2004 年 6 月，應邀到新加坡、馬來西亞的馬六
甲、吉隆坡、怡保，檳城等城市講學，轟動當地攝影界和新聞媒體。在國內，他還經常到北京、廣州、瀋陽、深圳
等地講學 50 場次，深受影友歡迎。
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特意邀請鄒毅先生來港舉行個人講座，並情襄“中國旅遊＂雜誌社副總編輯陳一年先生作廣東
話翻譯客座嘉賓，好使香港的拍友們能一睹鄒毅先生獨特的風采，一同欣賞其質樸、靈秀、沈穩，浩渺的作品，並
分享他進行拍攝創作時喜、怒、哀、樂的經驗。
索取入場券方法：
登上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網址 www.35photo.org 登記留下姓名，Email 及聯絡電話;

郵寄登記姓名及聯絡電話至香港 35 攝影研究會，地址：香港銅鑼灣駱克道 452 號大觀樓 13/F A 座;
領取入場券在演講會當天下午六時開始在演講廳門前按照登記姓名派發，領票人士需出示同登記人士姓名一樣之
任何一種証明文件，例如：工作証、學生証、車牌、公共圖書証或身份証等，以便工作人員查核。
注( 一): 每一個姓名和電話只可以登記索取入場券一張，不收費用。
注 (二): 座位有限，按登記先後次序，先到先得，如額滿會通知登記者。沒有登記之人士可在當天下午排隊，待有
票人士進場後，如有空位才有秩序進場。
查詢電話: 溫先生 9216 0441

『群龍競渡匯赤柱』攝影比賽
一年一度赤柱龍舟競渡即將舉行, 近年參賽隊伍屢創新高, 不論男女或中外人士, 都愛到這個充滿歡樂的海
灘來參加兢賽, 相信每個曾在以往參加過十賽事的健兒或觀眾, 都會感到這裏跟其他比賽場地更有特色。本會今
年特別舉辦一個名為『群龍競渡匯赤柱』攝影比賽，歡迎任何人仕踴躍參加。 攝影比賽由赤柱居民聯誼會及香港
三十五攝影研究會合辦，並由獵影遊協辨。沙龍天地贊助部分獎金。
攝影比賽旨在通過參賽者拍攝的精彩照片，展示赤柱龍舟比賽的特色, 題材集中在今年三個舉行的賽事。日
期為 5 月 27 日、6 月 19 日、7 月 1 日。
本攝影比賽分為公開組、學生組及手機組。參賽者須於 七月十八日前，將填妥之報名表連同作品，寄往、送
達或郵寄至香港赤柱大街９６號。
每組設冠、亞、季軍、優異獎及入圍獎。比賽結果將於八月在網頁 www.dragonboat.org.hk 公布，得獎者會
有專函通知領取獎品。所有得獎作品將於八月至九月期間在赤柱社區會堂展出。
攝影比賽章程及報名表格請於網頁 www.dragonboat.org.hk 下載及自行影印。
參加辦法：
所有參賽作品需連同參賽表格親自遞交或郵寄至香港赤柱大街９６號『群龍競渡匯赤柱』攝影比賽籌委會
截止日期：二○○七年七月十八日
獎項 ：
公開組 ：

學生組：

手機組 (公開)

冠軍：現金$1000 元及獎盃

冠軍：現金$800 元及獎盃

冠軍：現金$500 元及獎盃

亞軍：現金$600 元及獎盃

亞軍：現金$400 元及獎盃

亞軍：現金$300 元及獎盃

季軍：現金$300 元及獎盃

季軍：現金$200 元及獎盃

季軍：現金$150 元及獎盃

優異獎5位：現金$100元及獎狀

優異獎5位：現金$100元及獎狀

優異獎5位：現金$50元及獎狀

入圍獎30位：名貴禮品及獎狀

入圍獎30位：名貴禮品及獎狀

入圍獎30位：名貴禮品及獎狀

黑白攝影深造黑房班

攝影課程

2006 年舉辦之<黑白攝影基礎班>，反應熱烈。今年除續開新基礎班
外，為滿足有志進修黑白攝影的同學，特開設《黑白攝影深造黑房班》，使有興趣人仕能進一步學
習沖，放，晒的技術。 《黑白攝影深造黑房班》共十講，以暗房實習為主，包括沖片，放大，特技
疊底，什錦裁放等，並輔以理論，務求使學員能學以致用 。
課程導師: 梁志衡先生，黎文光先生，溫勵程先生
導師助理: 陳偉東先生，余天麒先生
課程內容
1. 菲林類別，工具及有關藥物的認識，菲林沖流工序。
2. 相紙的認織: 紙基相紙，多重反差相紙，定號相紙，暖調，冷調，中性，光面，啞面，珠面，尺寸
大小等等。
3. 放大晒相工序: 一般工序，初步特技認識如特技疊底，分放，移印等等。
開課日期 : 2007 年 6 月 18 日，逢星期一
上課時間 : 晚上 8:00 至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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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 : 香港灣仔洛克道 452 號大觀樓 13/F Flat A (會址)
課程費用 : 港幣 650 元

(含材料費)

有興趣者請於本會網頁內登記及報名, 額滿即止！

http://www.35photo.org/

攝影基礎研習課班 – 進階課程
課程主旨和內容:
教授藝術攝影的基本知識，研討攝影與美學的關係，同時邀請香港的攝影名家作專題講座。學員須完成指定之
習作及自備相機，菲林相機為主，數碼相機亦可。
開課日期: 八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逢星期五), 8:00pm – 9:30pm
費用： HKD 700.00
講師: 麥柱發先生，溫勵程先生，郭人川先生，陳錦鴻先生，陳偉東先生，余天麒先生(排名不分先後)。
嘉賓講師: 楊子江先生，麥永開先生，陳文先生，閔善昌先生，(排名不分先後)。
報名請電 92160441 溫勵程先生 或 93613168 余天麒先生登記
或 電郵 tkyu@pacific.net.hk 留聯絡電話及姓名

48周年會慶聚餐預告
本會 48 周年聯歡聚餐, 謹訂於 8 月 5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假座北角英皇道 438 號新都
會大酒樓舉行。
當日下午五時開始將舉辦燈光人像及靜物拍攝, 七時開始儀式, 八時聚餐, 另有豐富抽
獎助慶,
餐券每位$250.00, 購票留座： 91410533 關先生

名銜考試截止
本年度的名銜考試現正接受報名, 截止日期： 6 月
30 日,
會士銜(A.35mm PS)：交相十五張 16 x 20＂裝裱黑
咭紙
高級會士銜(F.35mmPS)：交相二十張 16 x 20＂裝
裱黑咭紙
考試費用：$350.00
有意者請電 93613168 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