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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贺
新春

 【编者按】新时刹那别旧日，年年际际始难止。快如白驹过故隙，来在来年忆今时。

新年，带给人间温暖与喜悦，她昭示着生命的神采。在这喜庆的日子里，PSA China主席携主席团、

秘书处、精英讲师团、工作站、摄影基地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祝福！衷心感谢广大会员、影友以

及国内外摄影爱好者对 PSA China 一直以来的厚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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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辑 -核心团拜

PSA China
祝您新春快乐！

万物更新促进步，金猴献瑞创发展！在这欢乐喜庆的春节里，

我代表 PSA China 核心团队感谢广大会员、影友、国内外摄影爱好者

对我们的支持与关注！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生

活快乐、万事如意！

2015 年，PSA China 这座中国搭往世界摄影舞台的桥梁越发坚

固，看到这么多摄影爱好者走出国门，冲向世界并取得好成绩，作

为 PSA China 主席，我感到非常欣慰与骄傲。这里衷心的感谢大家并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拍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015年，汗水和机遇并存，挑战与超越同在，坚持与荣誉同行。

我们用思考和创新赢得了发展和荣誉；以用心和真心收获了成功。

脚踏实地，迎难而上，敢于争锋，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所务必坚持

的理念。

2016 年，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有我们的努力，PSA China 将会更

加强大！让我们同心同德，共同谱写 PSA China 发展的新篇章，共同

筹就 PSA China 跨越发展的新辉煌！

——邓大端

邓大端

PSA China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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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我从 2011 年加入 PSA China 团队，今年就六年了！在这里，

我们成为朋友，携手走向世界摄影舞台，共同实现自身摄影价值

和荣誉。这里是 “家”的感觉，愉快，温馨。

为此，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要特别感谢邓大端主席，在

过去的一年里为全体会员做出的巨大奉献，他对摄影的执着信仰、

崇高境界和巨大贡献！

同时，向北京总部的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各工作站和基地

的领导、PSA China 会员衷心祝愿，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开

启新的希望，实现新的梦想！

——廖小西

廖小西（四川）

PSA China 副主席、PSA China 艺术专业委员会主任、

PSA China 成都工作站站长、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祝广大会员、影友、国内外摄影爱好者

新年快乐，幸福吉祥，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开始，

新的收获 !

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寄寓新希望。2016 年，让我们

更加紧密团结，以坚定顽强的毅力，争创一流的精神，树立 PSA 

China 好资源、好合作、好人才、好发展的新观念。让我们的摄影

艺术在新的一年里有作为有影响，让 PSA China 摄影人在世界摄

影舞台上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王莉

王莉

PSA China 常务副主席

一生相识，来自天意。一世快乐，源自友情。一切平安，来

自祈祷。一份真情，发自心底。一句祝福，幸福安康。

祝 PSA China 的摄友们健康快乐！新年吉祥！创作丰收！

--吴宗其

吴宗其（浙江）

PSA China 副主席、PSA China 宣传公关委员会主任、

PSA China 杭州工作站站长、

PSA China 主席团向您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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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辑 -核心团拜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值此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非常荣

幸以 PSA China 副主席的身份向广大会员及社会各界友人致以最

诚挚的新年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吉祥

如意！

2015 对 PSA China 来说，是辛勤付出的一年，也是充满挑战

的一年，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盛世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再结硕果、宏图大展，祝您及家

人新年愉快、身体康健！新的一年，让我们携手同心、继往开来、

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共同为繁荣摄影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肖戈

肖戈（江西）

PSA China 副主席、PSA China 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王亚波（赤峰）

PSA China 副主席、赤峰工作站站长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祝 PSA China 海内外会员、各位

影友猴年吉祥，阖家安康，幸福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赤峰工作站将继续努力，争取把更多的优秀

摄影人吸收到 PSA China 里，为 PSA China 更大的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在此新春来临之际，向 PSA China 的缔造者和带路人邓大端

主席，道一声：您辛苦了！为实现 PSA China 更大的发展，不断

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您多多保重！祝您及家人身体安康，事事

顺意！！！

——王亚波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岁月如歌蝶恋花 , 新年朝阳艳如画 ,春色喜庆福相随 ,天地

共舞春又归。美国摄影学会 ( 中国 ) 的会员们、朋友们 ,2016 年

向我们走来 , 在新的一年祝愿 PSA China 越办越红火 .同时也祝

愿更多的会员登上国际摄影大舞台的领奖台 .

——谢大才

谢大才（广东）

PSA China 副主席、PSA China 教育培训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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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PSA China 工作站、摄影基地

 向您拜年！

时光流逝，岁月无言。2016 如约向我们走来。很多的努力和

坚持，都是为了明天；很多的执着和追逐，还是为了明天……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为摄影付出了艰辛，为摄影艺术乐此

不疲，同时，我们也因摄影收获了快乐，收获了成功。我们当中

有成果丰硕的杰出代表，也有追求不止，努力前行的毅勇之士，

与世界摄影同好一起，共塑 PSA china 摄影沙龙这个艺术殿堂的

精彩。

2015，风华变成追忆。双手相合，十指相扣，许一份真情心愿，

祝福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祝福我们的朋友幸福快乐！祝愿我们

的未来更加美好！记住这深情的冬天，留住这醉心的笑靥，告别

2015，拥抱 2016 ！ PSA china 广州站生歌致礼。

--冯冬生

冯冬生 (广州 )

PSA China 广州工作站 站长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保护长城，宣传长城，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责任。通过摄影家的镜头宣传我们共同的遗产，是我们

应尽的义务。值此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 PSA China 金山岭长城

摄影基地祝广大影友新春快乐！阖家幸福！青山常在，长城永存，

金山岭长城永远欢迎大家的光临！

--郭中兴

郭中兴 (河北金山岭 )

PSA China 金山岭长城摄影基地  主任

2016 年春节来临，在此向 PSA China 会员、世界各地的摄影

老师送上我最诚挚的新年祝福。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多出精品

佳作，在世界各国影展中频频获奖。祝 PSA China 在邓大端主席

和王莉常务副主席的领导下协会工作更出色，成绩更辉煌。祝邓

主席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祝各位影友事业兴旺，家庭幸福 !

--胡通

胡通 (广东 )

PSA China 吴川摄影基地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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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辑 -核心团拜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凤城河边的鸟鸣跌落我们的清梦，

桃园里夭夭花蕊唤醒遥远的忆念，

溱湖的清明会船节依旧漾动湖水，

垛田船娘再一次划皱艳黄的临妆，

徐马荒里芦草萋萋  

秋雪湖畔白鹭依依

千年的银杏古树 萦绕着京韵淮腔

我们PSA China泰州基地全体会员在一个叫“水天堂”的地方，

祝愿：PSAC 新年更有新气象！

祝愿：PSAC 会员们在新的一年中，天天都愉快！日日有笑

声！时时出大片！ 

祝愿：邓大端主席福气多多！快乐连连！万事圆圆！

--刘燕

刘燕 (江苏泰州 )

PSA China 泰州摄影基地 主任

各位 PSA China 会员大家新年好！祝福您事业大广角！生活

高感光！幸福全景深！摄影最开心！   

-- 谢红玫

谢红玫 (四川成都 )

PSA China 成都工作站副站长 、PSA China 精英讲师

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PSA China 潍坊工作站祝PSA China 广

大中国会员、影友以及国内外的摄影爱好者新的一年阖家幸福，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只要你热爱摄影，PSA China 就属于你，祝您新的一年继续

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更多的精彩瞬间，让历史在你的手中成为

永恒。

--张松

张松 (山东潍坊 )

PSA China 潍坊工作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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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PSA China 精英讲师团

 向您拜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到了 2016 年，不经意间我加入 PSA 

China 这个大家庭已两年多了。2015年对于我来说是沉淀的一年，

这一年我走了很多地方，看了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同时也得到

PSA China 主席邓大端先生很大的帮助，让我认识到自身作品的

不足。除了帮助国内摄影师参加国际比赛，为大家搭建一条与国

际接轨的桥梁，PSA China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在这里，

我认识了许多优秀的摄影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2016 年来临之际，祝愿 PSA China 能越办越好，期待国内有

更多摄影师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 PSA China 主席邓大

端先生身体健康，最后祝愿 PSA China 会员及国内外所有摄影爱

好者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好片不断！

——陈桂花

陈桂花（广东）

PSA China 精英讲师

辞旧迎新，我们握别2015年，迎来充满希望与吉祥的2016年。

带着美好的心愿，带着憧憬与情怀，我们寄托着新的希望。在此，

我作为 PSA China 精英讲师团的成员，向各位同行、影友，向关

心和支持我们美国摄影学会（中国）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送上新年的祝福 !恭祝大家：阖家幸福，心想事成，吉祥如意，

新年进步 !

岁月不居，天道酬勤。希望各位同仁在新年以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以坚定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以万分的热情和不懈的

努力，发掘更多的题材，创作更多的精品，为美国摄影学会（中国）

添色加彩 !

--陈金成

陈金成 (广东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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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特辑 -核心团拜

大家新春快乐！

2015 就要过去，这一年在 PSA China 灵魂人物邓大端先生的

带领下，我们收获荣誉；圆满举办赛事；这是 PSA China 影人集

体的荣耀，祝贺！荣誉的背后离不开 PSA China 核心团队成员及

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离不开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感谢你们！

向一直带领着我们在摄影路上走得更远更稳的 PSA China 灵

魂人物邓大端先生表示感谢！向一直大力支持和关注我们的广大

摄影爱好者们表示感谢！ 

新的一年，愿我们进一步发扬PSA China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推介更多更美更优的作品，让中国影人走向世界！愿更多的摄影

爱好者认识和加入 PSA China! 愿 PSA China 来年更加繁荣！

--陈列

陈列 (广东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充实的 2015 年已经过去，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 2016 年。

本人在 2015 年国际摄影大赛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品入围和

获奖次数较上一年都有了新的进步和突破，同时，本人还获得了

PSA 授予的 PSA 彩色画意组五星级星标证书，这对于摄影人来说

更是莫大的荣耀 ,这都离不开 PSA China 的帮助。

更离不开邓大端主席、王莉副主席等人士的支持和鼓励，本

人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 PSA China 工作人

员的辛勤付出和专业服务。

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人衷心地祝愿 PSAChina 在邓大端

主席的引领下，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全国的 PSA 会员、

PSAChina 会员、各位影友，多出佳作，勇攀艺术高峰。最后 , 祝

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

--陈竟辉

陈竟辉（广东）

PSA China 精英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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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难忘的 2015 年悄然离去，我在异国的土地上怡然迎来了

2016 年。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衷心的祝愿 PSA China 会员在新的一

年中取得更大的成绩，PSA China 有更高更好的发展，同时也问

候PSA China全体工作人员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祝福邓大端主席、

王莉常务副主席、PSA China 摄影人事业顺利，身体健康，新年

快乐！

--刘树田

刘树田 (天津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在新的一年里，衷心祝愿广大影友能够充分享受大自然赋予

我们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新年新作品，新年新感悟，新年新

进步！

--杜学东

杜学东 (江西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瑞羊映雪一岁去，金猴登高又一春！值此新的一年到来之日，

我仅借用 PSA China 这个平台，向大家致以诚挚的祝福和亲切的

问候！

2015 年是难忘的一年，在 PSA China 这个大家庭里，无论新

知还是旧友，我们相互扶持、互相关心、守望相助、切磋交流，

一声嘘寒问暖的问候，一个求助解疑的电话都成为美好的记忆，

永驻心中！我感到温暖！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攀百尺杆，2016 年让我们以更加饱

满的斗志和激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和实干，超越自我、再创辉煌！

把我们心中的那份美丽撒向人间！

最后衷心的祝：大家生活美满、工作顺利！祝：尊敬的主席

邓大端先生身体健康，合家欢乐！祝：PSA China 取得更加优异

的成绩，奔向更加灿烂的前程！

！

--樊建功

樊建功 (江西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13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新年特辑 -核心团拜

喜羊摆尾未离去，金猴昂首报春来 。在此辞旧迎新之际，

李鹏感恩 PSA China 团队一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帮助和提携：不

仅开阔了参赛视野、拓展了创作空间、提升了创作能力，还加深

了与会员的交流和友谊。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并祝愿新的一年里，PSA China 在主席团和邓主席的率领下，大

家共同努力，聚焦全球摄影的顶端，以 PSA China 成员为主体，

在国际摄影界占有更加重要的席位，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影艺

无界的春天里！

最后，衷心地祝福大家新春愉快、阖家欢乐、吉祥如意 !

--李鹏

李鹏 (辽宁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2015 年在邓大端主席的领导下，PSA China 在国际摄影上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PSA China 摄影人也是硕果累累，频频摘金夺

银，精英讲师团的成员培训、指导摄影爱好者提高摄影技艺。通

过 PSA China 与国际摄影人同台竞赛，展示中国摄影人的风采和

实力。

在2016年新春来临之际，祝愿PSA China 大家庭更上一层楼，

在国际摄影的大舞台上，演绎出更精彩的摄影新篇章。

--潘金明

潘金明 (江苏 )

PSA China 精英讲师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爱大端，创高端！祝 PSA China 会员们猴年开机有成，金牌

多多；快乐摄影，幸福长久！

--刘干文

刘干文 （广东）

PSA China 精英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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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猴到人间万家欢腾庆新春

美国摄影学会中国喜创刊

春风轻拂艺坛百花齐绽放

透过摄影鏡头妆点人世间

为世界留下生命首首赞歌

--胡航生

胡航生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影艺协会   会长

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在内地花红柳绿北国

瑞雪绒花之时，我在遥远的新疆向 PSA China 全体会员拜年！祝

你们新春愉快，猴年大吉，佳作连连，阖家幸福！

过去的一年里，PSA China 以全新的理念，超人的智慧，凝

聚的合力，精心组织了收获颇丰的国际摄影大赛；引导帮助会员

在众多的国际摄影大赛上摘金夺银。长城举办的影展上有你们辛

勤的汗水，赤峰坝上有你们采撷的足迹，举办摄影讲座有你们无

私的付出，专刊影册有你们倾心的投入……全体会员为你们点赞，

为你们叫好，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团队，PSA China 摄影之花将绚

丽多彩，载誉世界！

新的一年，太阳依然每天都是新的，PSA China 将在猴年里

百猴痴影，伴猴而歌，用优异的佳绩迎来摄影事业更加辉煌的明

天！

新春祝安康，猴年报吉祥，愿君多努力，影艺吐芬芳！

--韩栓柱

韩栓柱 （新疆）

新疆老干部摄影家学会  主席

PSA China 兄弟友好协会

 向您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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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精锐影像艺术家
——Gunther Riehle

本文作者：Sue Marrugi   翻译：邹翔宇

Snowy owl chick

【编者按】

Gunther Riehle 曾多次担任国际摄影赛事评委，是第四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自然组

评委。本期 PSA 月刊精选中，跟大家一起进一步认识这位国际摄影大师，这位拿奖拿到手软

却仍不断探索的摄影师，这位热爱摄影，保护自然的摄影师—— Gunther Riehle。

 Gunther Riehle

Germany（德国）

会务发展会士（APSA）
美国摄影学会影艺大师（GMPSA）
“世界摄影十杰”

美国摄影学会德国国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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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月刊精选

非常荣幸的向您介绍本期 PSA 精锐影像艺

术家——Gunther Riehle（美国摄影学会影艺

大师（GMPSA）、会务发展会士（APSA））。

像这样介绍精锐影像艺术家的文章每年在月刊

上只会发布四次，文章聚焦在世界范围内的

PSA 杰出会员。这期介绍的就是这位拿奖拿到

手软的 Gunther Riehle。
Gunther 居住在德国城市泰克山下基尔夏

伊姆。他自 1988年 7月 1日加入美国摄影学会，

在 2013 年获得了美国摄影学会影艺超级大师

的称号。在这次的美国摄影学会黄石公园年会

上，他获得了美国摄影学会会务发展会士的荣

衔。他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师自 1991 年起为世

界知名的怡泉饮料公司工作，工作范围覆盖中

欧、东欧和南欧的 15 个国家。他亦持有食品技

术及食品科学的硕士学位。在美国摄影学会以

外，Gunther 同时也是奥地利 VOEAV 摄影组

织以及法国影艺无界摄影组织的成员。他是如

下 PSA 认证国际摄影赛事的创始人：德国超级

摄影巡回赛（GMC）、德国公开摄影巡回赛、

德国南方摄影巡回赛以及我的佳作摄影巡回赛。

他在美国摄影学会的新闻组、自然组、画

意组和旅游组斩获无数奖项，数次问鼎美国摄

影学会年度世界摄影十杰。Gunther 爱好拍摄

全部的摄影门类，但是很显然他最爱的是自然

野生动物摄影。

Arctic fox pups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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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月刊精选

Gunther 撰写的很多文章曾经刊登在 PSA 网站和月刊当中。并且，关于 Gunther 的文章曾经

多次单独或联名的被刊登在德国杂志、报纸、网站和影展画册当中。他和当地年轻人分享他的知识、

传授摄影术，包括照片处理和拍摄技巧。其他方面，他是旅行领队、官方交通摄影师、演讲家和

自由体育摄影师。

Gunther 自述

“摄影是我的热情所在。我从开始摄影之初就去拍摄那些带给我美的享受的事物。”

我热爱记录自然状态的美。（基于这个原因，我不刻意追求过度的照片制作。我只使用

Adobe Lightroom，而不会用到 Photo shop 或是类似的插件。）

我希望促使大众理解并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和大自然是多么的美丽，并且需要我们的保护。请

从当下开始！

我希望能够拍摄出打动人心的正能量摄影作品。

我热爱旅行。

我喜欢摄影比赛。

作为一名摄影师，我非常的确定，如果你永远保持思想开放并独立的走过你的生活，为了获

得绝佳的拍摄机会探索你的周遭并按下快门，那么你会看到更多、经历更多，收获无数更加深刻

的瞬间并深深烙印在你的记忆当中。此外，当旅行结束之后回顾照片的时候，照片会强烈的唤醒

你关于旅行的回忆。

摄影比赛是对你摄影生活的很好补充。在比赛中优胜会获得莫大的喜悦。我刚开始参加那会儿，

我无所不拍；现在我已经蜕变为以拍摄自然 - 野生动物摄影为核心的摄影师。我热爱去我们这个

世界的任何一个偏远角落拍摄绝佳状态下的野生动物摄影作品。这幅文章中的作品拍摄于佛兰格

尔岛，它位于北极圈内，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来自新西兰的文化遗产探险队的领队花了四年时间

才获得了这次旅行的全部许可。等待是非常值得的，这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我会永远铭记。

Jumping polar 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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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y owl chick

Snowy owl chick in f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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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ther 关于技术的认识

我最偏爱的技巧习得自 Art Wolfe。2000
年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的 PSA 年会上，

他是主讲人，并介绍了他的 Y2K 项目。他讲

演了运用广角镜头去拍摄野生动物。刚开始我

觉得这完全不可能，慢慢的我开始瞠目结舌的

沉浸在演讲当中。那绝对是惊人的摄影技巧！

这项新技术的使用让我在 2013 年度最佳自然

摄影作品比赛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佛兰格

尔岛上大部分拍摄小雪鸮的作品都应用了这个

技巧。我使用了安装在半画幅传感器上的 10-
20mm 镜头，很显然，这样拍摄需要和被拍摄

的野生动物精诚合作。

但是，我在佛兰格尔岛上拍摄的 80% 的作

品还是运用了长焦镜头：佳能 EOS1DX 加内置

1.4 倍增距镜的 200-400mm 镜头。我从不使用

三脚架。我对三脚架没什么耐心，因为在拍摄

动态的野生动物摄影作品的时候，需要始终保

持非常的快速和灵活。拥有像佳能 1DX 和尼康

D4 这样强大的相机，并且两者都支持高感光度

模式且不会产生噪点，不使用三脚架也是可行

的。它们在各种光线环境下都可以使用很快的

快门速度并且保证最佳的清晰度。我所有的照

片都使用 Adobe Lightroom5 进行制作。

Two Arctic fox p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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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BEAUTIFUL

CLOSE UP LANDSCAPE



21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PSA 月刊精选PSA 月刊精选

FIVE TANKS swirl landscape 2 bw

YOUNG SEA ELEPHANT IN KING COLONY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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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元
会员价

定购电话：010-85657385

PSA China 会员纪念马甲
马甲 (面料：摇粒绒；颜色：黑色；刺绣 Logo：PSA China

凡是喜爱摄影的朋友都可以订购 PSA China 会员马甲。

非 PSA China 会员：￥360.00 元 / 件 

PSA China 会员价：￥288.00 元 / 件 

私人定制（绣名字）：加￥100.00 元 / 件

马甲号码建议：

M（>160CM）；

L（160-170）CM；

XL（170-1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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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PSA China 国际摄影大

赛》是一本汇聚世界各国摄影精英们

的摄影画册，从来自全球 38 个国家

和地区的 709 位参赛者 3762 幅入围

作品中，精选出 270 幅获奖作品，

*** 幅入围作品。

这些作品均由国际摄影大赛中

屡获殊荣的 PSA 金奖获得者，熟识

PSA 大赛规则，拥有丰富的摄影大

赛评委经历的专家评委评审出来的。

“第七届 PSA 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由 PSA China 主办，是获得

世界三大国际权威摄影组织三重认证

的高规格世界摄影赛事，包括美国

摄影学会 (PSA)、英国皇家摄影学会

（RPS）、国际摄影家联盟 (UPI)，
PSA 会员所有入选作品将计入美国

摄影学会的“星标系统”和“世界摄

影名人录”。

作为一个专业、包容、又极具权

威性的顶级国际摄影赛事，第七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共吸引了来

自全球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1
幅摄影作品参加角逐，参赛人数 807
人。

经过评委们认真、严谨、公平、

公正的评选，最终由来自全球 19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79 位参赛者分享了

PSA、RPS、UPI、PSA China、
Lens、SEECAA各类别的金银铜奖、

绶带奖和评委奖共 270 个奖项；由

来自全球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709 位

参赛者 3762 幅作品入围。

PSA China 国际摄影大赛至今已

连续成功举办了七届。其中连续四届

收稿总数上万！是目前中国最具权

威、最专业、最公平、公正的摄影赛

事之一。

80 元
热销

定购电话：010-85657385

第七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画册
7th PSA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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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第七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

入围

画意组彩色不限主题

CLOSE_ 亲密 _XIANGLI ZHANG_ 张项理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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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A FAREWELL_ 告别 _QIUSHENG HU_ 胡秋生 _China

GRIJZE WINDHOND__ROBERT DEGLIN__Belgium_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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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APRICOT DITCH_ 杏花沟 _ZHIMING TANG_ 汤志明 _China

THE NIGHT OF PAPER TOWN_ 纸乡夜色 _XIAOMING YANG_ 杨晓明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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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 EYE IN THE SKY_ 天

眼 _PENG YUAN_ 袁鹏 _

China

← ICE IN THE POND_ 池

塘中的冰 _GUOFENG MA_

马国峰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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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MAN_ 戴礼帽的男人 _XUHONG SONG_ 宋旭红 _China

HAIRDRESSING_ 街边理发店 _QISHU LIN_ 林琦墅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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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CAREFUL IN RECKONING_ 精打细算 _YONGMING GUO_ 郭永明 _China

LIFE ASSESSMENT_ 评话人生 _XIANGCHENG CHEN_ 陈向橙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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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CHANTING3_ 诵经 3_SIMON LI_ 李结超 _China

BUBBLES PLAY_MAN KUI WISELY NG_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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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JOYFUL_ 喜悦 _YUXIN WEI_ 魏育新 _China

MASTER OF COLORS_MARCO GARABELLO_Italy_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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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国际摄影赛事作品欣赏（来自 PSA 网站）

美国摄影学会对作品的要求不断与时俱进，我们想要跟上步伐，不仅需要搞清楚组别定义还

要多欣赏 PSA 网站推荐出的作品，这里准备了小部分作品，仅供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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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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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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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的台湾特色民俗文化拍摄活动招募

超震撼的枪林弹雨、极温馨的幸福感动！

一般台湾影友需费时三年才能完成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拍摄，让您在一周时间完成创作与体验 !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PSA China 与中国台湾中华艺术摄影家学会共同推

出台湾特色摄影旅行，由该会资深摄影家专业指导。欢迎广大会员和影友积极报名参加！

行程特色：平溪天灯、台南盐水蜂炮、台东炮炸寒单爷

（2 月 19 日—26 日）

详细活动介绍请登录官网：http://www.psachina.org 查询

活动日期：2015 年 2 月 19 日—2 月 26 日  
活动费用：

PSA China 会员价 7000 元 / 人（落地接待价格）

非会员价 8750 元 / 人（落地接待价格）           
费用包含：台湾当地商务酒店、旅游巴士，当地导游及专业摄影指导，正餐用餐标准，司机

小费等。

报价不含：国内往返台北机票、个人消费、单房差、相关证件办理费用 , 不含大陆来回机票

与签证费。（请自行办理台湾通行证和赴台证）

实际拍摄地点：指导老师将依当时情况与活动安排做适当调整。

携带器材：传统相机、数码相机、快门线、三角架、记忆卡、备用电池、手电筒等。

报名咨询电话：010-85657385（北京 PSA China ）
邮箱：service@psachina.org
报名截止日期：2016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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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厄恩斯特哈斯的作品以多变

的色彩、丰富的题材和目眩的拍摄手法让我

痴迷，色彩表现运用自如，或鲜艳或晦涩，

或明亮或抑郁，传达着自我和现实世界的信

息。

图片、文章均来自网络

1921 年 3 月 2 日，哈斯生

于维也纳 , 父亲是奥地利政府中

的一位高级官员，母亲酷爱艺

术，一直致力于在哈斯幼小的心

灵中培植真善美的根苗。

　　1946 年，哈斯拥有了

自己的禄莱相机。1948 年，美

国红十字会维也纳分会举办了

一次影展，其中展出了哈斯关于

维也纳战时景象的照片，这幅照

片被《HEUTE》画报主编沃伦·特
拉班看中，于是聘请哈斯为画报

进行摄影采访。

1949 年，哈斯受卡帕的邀

请，加盟玛格南图片社。从这时

起，哈斯开始实验彩色胶片的性

能。1952 年，他在美国新墨西

哥州采访的一组反映印地安人

生活的专题，在《生活》画报一

炮走红，并赢得美国杂志摄影家

协会颁发的荣誉奖。1953 年在

《生活》画报发表的一组题为《一

个神奇城市的面貌》的组照，使

哈斯名满天下。1959 年哈斯被

推选为玛格南图片社社长，并主

持编选和设计了《玛格南摄影家

眼中的世界》大型影展。

1971 年，哈斯出版第一本

摄影集《创世纪》，发行量达到

30 万册，创美国画册销售最高

水平。1985 年，摄影组织家协

会向他颁发了“创造性成就”奖

状。1986 年，他相继获得了瑞

典哈苏公司授予的金牌奖、德国

莱卡相机厂的“最高成就”奖章

和“摄影大师”称号。

哈斯对于色彩在摄影中的应

用是有开创性的。在布勒松“决

定性瞬间”的经典理论基础上，

加入了色彩的因素，并把其解释

色彩魔术 摄影大师恩斯特·哈斯

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生于奥地利。是老一辈摄

影家中将彩色摄影推向一个高

峰的大师，他的作品改变了很

多人对彩色摄影的观念和创

作。哈斯曾被美国《大众摄影》

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创作思想

的 10 位顶级摄影大师之一。



为“由运动构筑起来的流动的色彩”。生活是流动的，时间是无休止的，运动的色彩让作品在静

止的传统摄影理念中具有了运动与时间的概念。面对《斗牛》、《野马》、《驯马》等作品，一

种诗意的、浪漫飘逸的气息扑面而来，原本紧张激烈刺激的场面，变得轻松、舒缓，你尽可以去

细细体会其中的韵味，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是抒情的、主观的，是拍摄者内心的诉说，带给

观众一种内在的愉悦，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摄影家内心的温情。在这里，非静止的、非视觉真实的、

非物质化的色彩，使作品抛却了视觉表面真实的外衣，进而转化为一种真实情绪的宣泄！

哈斯是一位在色彩中寻找到“自我”的人，他运用慢速追随拍摄的手法，在运动中对焦曝光，

表现运动中的真实，从而在作品中抓住了生活中瞬间的、鲜活的、有视觉跃动的、激情的、神秘

的色彩之美。哈斯说：“我仔细地观察和研究各种动态，力求使自己身体的动作与动体的活动协调，

并决定自己在快门开启的那段时间里所应采取的行动。我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快门速度，我喜欢

随机应变，这样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加丰富多样的视觉组合！”

Nairobi, Kenya, 1970

哈斯主张把色彩、时间与造型一起加入到

拍摄的“决定性瞬间”之中，在选择拍摄画面

时，注重选择主体与陪衬物所形成的图形，处

于光线中较明确的两三种颜色构成画面的平衡。

在运动中按下快门，从而捕捉到了让人着迷的

高光中的色调。大胆尝试而不僵化地依靠摄影

惯性，用新的手法追逐光线、追逐色彩、追逐

心灵的美感！强调“通过多个连续的瞬间表现

强烈的动感”。他说：“我最基本的想法，是

要把自己从过去的旧习惯中解脱出来，拍摄能

使观众感受到美妙的第四度空间（意指把许多

瞬间中一个一个动作‘加’在一起）的画面。

这种美妙不是存在于一瞬之中，而是存在于许

多动态的变化之间。在听音乐时，你绝不会只

去欣赏其中的某一个音符，而是欣赏一首乐曲，

一段旋律。在舞蹈中，也不能仅仅欣赏某一瞬

间的动作，而是欣赏在时间和空间里不断变化

的舞姿”。创新与思想，是哈斯给我们留下的、

比摄影作品本身更加有意义的东西。

城市是哈斯摄影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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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城市风貌是多方面的。哈斯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就已

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城市的内在风

貌：《旋转玻璃门上的影像》、《反映——

纽约的第三街》、《第六街上的繁忙时刻》

等作品，正是一个快速变幻、颤动不安、

新兴而充满朝气的纽约的缩影！哈斯观

察了那些变化无穷的景色、色彩缤纷的

场面和闪烁不定的投影，他把真情实景

拍摄成了虚幻的梦境，把单调的景物表

现得栩栩如生。《旋转玻璃门上的影像》，

画面上简约的光影交错，折射出整个城

市的精神风貌，空气好像在震动，画面

处处都充斥着一种乐观、梦幻、让人憧

憬的气息。对于摄影而言，所摄即所见，

但是否为所思？而所思又是否是事物的

本质？

　　哈斯的作品《日落小景》在光怪

陆离的冰冷城市中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亲

密感，时间就此停顿了，目光停止了，

内心开始涌动一种温情，城市多元的另

一种面貌由此向我们展开。《巴特里公

园中的望远镜》以人性化的外表守望着

城市的今昔，人与城市、人与人所制造

的一切，产生了一种更加默契的共鸣！

哈斯坚持自己的个性，坚持去探索和发

现属于他自己的纽约，挖掘出他自己所

发现的美。在哈斯众多的带有运动感的

作品之中，这几幅作品就像一个个休止

符，好像要让这种美好的感情在城市中

永恒！这是否是摄影家对于城市未来的

希冀？

　　“我希望我拍出来的照片，能够

少一点报道性，多一点幻想性；少一点

解释性，多一点暗示性；少一点散文性，

多一点诗意性”。他的作品正是通过把

诗意渗透到平常的场景中去，而将摄影

纪录的困境上升到一个新的艺术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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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 Colorado, 1970

Surtsey Volcano near Iceland,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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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ont, 1969

New England,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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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Huntington, Kenya, 1970

Kenya,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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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大众影廊

为给广大会员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PSA China 月刊《影艺无界》特推出“PSA China 大

众影廊”专栏。

每期月刊中的“PSA China大众影廊”将根据季节、组别分类、特殊活动等，推出不同的主题，

会员及影友可根据“下一期主题预告”的主题进行投稿。

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大舞台，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专业摄影师，无论你的作品是否获过奖，

只要你是 PSA 会员或 PSA China 会员，只要你认为自己的作品应该被展示、分享出来，那么就

请将作品发送到（dulin@seec.com.cn）邮箱中。

1. 需是 PSA 会员或 PSA China 会员。并保证所提交作品为本人原创。

2. 只需符合主题。没有高要求的曝光和构图；没有组别的限制，自然摄影、画意摄影、

旅游摄影均可；亦没有题材的限制：人物、动物、植物、风光、建筑等均可。

2. 每位会员每月可发送 5 到 10 张作品，我们会从中选择最适合主题的 1 至 3 张作品进

行刊登。

3. 命名规则：投稿文件中需标注：作者姓名、联系电话、作品名称、对作品简短的描述，

作品是否获过奖，如获过奖可标明具体奖项。

4. 作品规格：作品使用 JPG 格式，sRGB 色彩空间。作品最长边像素无限制（自由发挥）。

分辨率 300dpi。作品大小不超过 2MB。
5. 刊登的作品只按照排版需求进行先后排序。

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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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水主题

自然界中有各种各样的水 : 雨水、露水、江水、河水、湖水等。它们有的晶莹透明，有的

浑浊不堪 ; 有的缓缓流动，有的激昂澎湃 ; 有的小如珍珠，有的浩瀚如云。水给我们带来了太

多太多的启示，使我们的心灵也如水一般清明。

BO HIT_ 博击 _HONG CUI_ 崔红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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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 LOVE_ 爱的畅游 _OUFEI ZHAO_ 赵欧非 _China

TANGO_ 探戈 _OUFEI ZHAO_ 赵欧非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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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INTO BLUE SKY_TRACY SHUXI FENG_United States

RUNNING FOR LIFE_KAM CHIU TAM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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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 SWIM AT BROOKS FALL_PHILLIP KWAN_Canada

WAVE FIGHTERS_TRACY SHUXI FENG_United States



   影廊·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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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_ 探索 _LIDUAN CHEN_ 陈丽端 _China

MOONBAY_ 月亮湾 _CHUAN-MING ZHANG_ 张传明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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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GRASSLAND_ 草美骏逸 _SHIYOU LV_ 吕仕友 _China

NIAGARA FALLS_ 尼亚加拉瀑布 _ZHIQIANG HUANG_ 黄志强 _China

   影廊·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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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题：影子

影子可能是这地球上对自己最忠诚的fans了。一直对我们始终不离不弃。哪里有光线投射。

哪里就会有影子的出现。一位摄影大师曾经说过。影子才是最美的、最简洁、最深刻的！

影子，是事实的侧面体现，它比事实简洁、抽象，所以它是事实的精神，它最深刻。只要

有阳光的地方，影子就肯定会存在，所以，当你看到前面的阴影的时候，别忘记你背后还有阳光。

创意的影子摄影照片，或许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下期《影廊·视界》主题为“影子”。拍摄形式、后期处理方式不限。

欢迎各位影友借助 PSA China 月刊这个平台，展现自己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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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VYANGGUANG_ 一缕阳光 _JIN XU_ 徐进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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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代理申请 PSA 星标、名衔收费标准

“如果说每一次国际赛事成功入围就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那么 PSA 星标、名衔体系就

是串起颗颗珍珠的项链！”

凡 PSA 会员参加由 PSA 认证的国际赛事入围的作品，均可获得相应的积分并记录到“世

界摄影名人录”中。当会员积累一定数量的入围分数和入围作品数量时，即可申请 PSA 星标

（共 5 星）；已经获得星标证书的会员即可申请相应的摄影荣誉名衔。

一．PSA China 代理申请美国摄影学会（以下简称 PSA）星标收费标准。
1. 基本要求

对于每一位 PSA 会员，都可以通过积累一定数量的国际摄影大赛入围分数和入围作品

数量，被授予不同的星级（共 5 星）。

2. 收费标准

申请 PSA 星标收费分为两个部分

A．每申请 1 级星标，收费 500 元人民币。

B．邮寄费用，每申请一次（邮寄一次，无论申请几星）：300 元人民币。（其中包括：

邮寄美国往返费用，从 PSA China 本部邮寄申请者费用。）

二．代理申请 PSA 名衔申请收费标准。
PSA 共设置以下荣誉名衔：

P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精通会士

E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卓越会士

M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大师

GMPSA：美国摄影学会影艺超级大师

PSA China 代理申请每一级名衔收取费用：1000 元人民币。

打折方法（不包括邮寄费）：

给予常年通过 PSA China 代理参加 PSA认证国际摄影大赛的摄影人申请费用 8折优惠。

咨询电话：010-85657419
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www.psachina.org

http://www.psa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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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PSA 会员维护会员权益的公告

各位美国摄影学会 (PSA) 会员：

随着中国区 PSA 会员参加 PSA 认证国际大赛的日益增多，特别是越来越多会员在近两年

的国际赛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特此提醒广大 PSA 会员朋友们，敬请关注自己的会籍有

效期，请在到期前提前、及时续办会籍手续和缴纳会费，尽量避免出现会籍中断导致成绩无法

积分等无法享受会员权益的问题。

根据 PSA 相关规定，非会员身份参加 PSA 认证国际摄影大赛入围、获奖作品的成绩积分

将不能进入“星标系统”累计积分。因此，如果因您一时疏忽遗忘了续费，导致会籍发生中断，

中断期间您的所有大赛入围成绩，将无法在申请星标时使用，这对于有志获得申请星标和名衔

的会员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同时，由于会籍到期后重新办理或续办手续存在工作周期，特别涉及到中美间汇款、材

料递送和 PSA 总部审核流程。因此建议会员在到期前，提前续办会籍并缴纳会费，以免发生不

必要的延误和纠纷，提前办理并不会导致会员有效期缩短。

为避免发生遗忘，PSA China 工作人员也会继续通过邮件和电话提醒会员会籍即将到期。

入会电话咨询：010-85657385;  

邮箱：service@psachina.org

ON THE WAY_LINGBO LIU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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