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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

2009 年 2 月 19 日，PSA China 美国摄影学会中国联谊会在北京筹建，同年 6 月美国摄影学

会在上海正式向中国 PSA 团队颁发了美国摄影学会授予的认证证书。2009 年 10 月，在 PSA75
周年大会上，正式认定 PSA China 美国摄影学会（中国）的官方名称。

自此，一座为中国摄影人通往世界摄影舞台的桥梁在中国区首席代表邓大端、中国区国际代

表王莉女士的领导下，在时任美国摄影家学会副会长吴振亨、亚太区事务主席凌兆基的见证下，

在广大会员、影友的关注中成功搭建。

7周年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不经意间，PSA China 已经走过了七年。

2009 年 2 月 19 日 PSA China 在中国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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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

七年间，PSA China 意将中国优秀摄影人凝

聚在一起，共创中国摄影大发展。先后成立了主

席团、精英讲师团、艺术专业委员会、宣传公关

委员会、战略发展委员会、教育培训委员会；

→邓大端荣获 PSA 会长和副会长共同颁发红宝石奖

七年间，PSA China 意将中国大好河山、

绚烂文化等摄影资源介绍给广大摄影爱好者，

介绍给世界，先后发展了 7 个工作站、11 个摄

影基地，为各地的影友提供了交流和创作的平

台；

← PSA China 主席们团结一致迎接美好未来

→ PSA China 工作站、摄影基地分布示意图

←第七届 PSA China 国际摄影大赛评委合影

七年间，PSA China 意将国际化标准的摄影

赛事引入中国，让中国最高水平的摄影赛事走向

世界，已连续举办了七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第八届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即将进

入征稿阶段）；连续举办 PSA China 特克斯国

际摄影大赛（第五届 PSA China 特克斯国际摄

影大赛即将进入征稿阶段）；

PSA China七年来在邓大端主席的领导下，

以促进国际摄影学及摄影艺术的交流、推广为

宗旨，以让中国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为目

标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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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间，PSA China 始终担当着中国

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的桥梁。通过为

广大会员、影友提供国际摄影赛事代理参

赛，共有万余人次在PSA China的帮助下，

参加了 800 余项国际摄影赛事，代投作品

超过十万幅。

凭借数万名会员、影友高超的摄影技

能和非凡的艺术造诣，加上 PSA China
优秀、专业的服务，一流、规范的操作流程，

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摄影人在国际摄影赛

事领域独占鳌头，逐渐被世界摄影人所认

可，PSA China 先后帮助十余人次在美国

摄影学会申请并获得星标、名衔等荣誉。

七年间，PSA China 在主席邓大端的领导下，在广大会员、影友的大力支持和关注下，在

PSA China 核心团队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成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局面，跃然成为中国

最具权威和国际影响力的摄影群体。

PSA China 主席邓大端为万毅先生颁发 2013 年 PSA

世界摄影名人录获奖证书

→部分 PSA China 摄影人  荣获 PSA 五星级

星标证书展示

凝聚向上力量 ,再创影坛佳绩——PSA China2015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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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时光逝去的踪迹，PSA China 核心团队以及所有会员、影友见证了 PSA China 七年的辉

煌岁月，无数的情感凝聚成最真挚的感恩！感谢 PSA China 摄影人的努力和付出！感谢广大会员、

影友对我们的支持与关注！

PSA China 在 2016 年，将逐步完善自身的会员体系，推出 PSAC 会员星级、名衔荣誉，将

深化和完善国际赛事代理和成绩管理服务，继续用执着坚定的信念，投入扎实的行动，与广大影

友一起在这条通往世界摄影舞台的大桥上站的更高、走的更远！齐创 PSA China 美好未来！

PSA China，是摄影人互帮互助，无距交流，共同成长的大家庭！

PSA China，是摄影人终身学习，持续提升，教学相长的大学校！

PSA China，是摄影人展示作品，提升影艺，走向世界的大平台！

PSA China，欢迎每一位热爱摄影的朋友加入我们！

PSA China 大家庭

PSA China

明
天
会
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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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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感谢一直以来广大会员、影友的支持和

厚爱，现特推出“PSA China 七周年，

感恩献礼”活动，凡 PSA China 会员，

在 2 月 16 日 -3 月 16 日之间购买 PSA 
China 会员马甲的朋友，都会获得 PSA 
China 纪念徽章和 PSA China 纪念书签

一个。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活动咨询电话：010-85657385
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PSA China所有。

PSA China 七周年，感恩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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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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意组黑白不限主题

AFRICAN GIRL_ 非洲女孩 _YAN ZHANG_ 张艳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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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YOUNG MONKS_YUNG NIEM_Canada

YOUNG GIRL_

少
女_QINGHUA MA_

马
庆
华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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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LOVELY FACE SIX_WOLFGANG SCHWEDEN_Germany

HEROINE_ 巾幗英雄 _ZHIHUA LU_ 陆志华 _China



13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OLD MAN AND THE DONKEY_ 老者与驴 _ZHENG 

WANG_ 王征 _China

THE EAGLE WINGS_ 雄鹰展翅 _HUI SUN_ 孙辉 _China

SLOW LIFE_ 慢生活 _HAICHAO QI_ 祁海潮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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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SAISHANGQIUSE_ 塞上秋色 _ZHIPING GAO_ 高志平 _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IN 

BW 
6781_KHAI 

NGUYEN_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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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A SONG_ 歌 _WEIGUANG LIAN_ 练伟光 _China HORSE_ 马 _LIHANG SHEN_ 沈丽杭 _China

GRIZZLY FIGHTING_PHILLIP KWAN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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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A OVERLOOKING SNAIL_ 眺望的蜗牛 _GUOFENG MA_ 马国峰 _China

MOONLIGHT LOVE_Moonlight Love_HANJUN YAO_ 姚汉军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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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MY FAVOURITE 27_GUNTHER RIEHLE_Germany

SNOW MONKEY 8745_YUNG NIEM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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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编者按】PSA China 一直致力于让更多的中国摄影人通过我们的帮助走向世界，让中国摄影人在世界摄影舞台绽放光彩。

谈”这一板块的推出，意在让已经在国际摄影赛事中取得一定收获和成绩的老师们，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参赛经验、摄影技巧，谈

大家所想，聊影友所需，从而让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得到启发，勇敢的站到世界摄影舞台的桥梁上，向世界亮出自己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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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凝睇，深深地追求
——廖小西随想

【编者按】：2015 年 12 月 26 日，一本名为《静静地凝睇》摄影画册在中

国四川成都悄然问世，图书发布会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至，

争相抢购。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本画册已有令人赞叹的高销量，可见其魅

力以及作者的影响力。他是谁？是的！他就是 PSA China 副主席廖小西。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PSA China 副主席廖小西的摄影历程以及摄影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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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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举办《首

届中国摄影艺术作品出国选拔大奖赛》，设金、

银、铜杯奖各一名，为中国摄影家和摄影爱好

者的作品走向国际舞台提供平台和服务。我参

加了这个展览，《赛里木湖畔》入选；《巩乃

斯草原的儿子》获得铜杯奖。1989 年早春，中

摄协在北京举行颁奖会，给我颁奖的是袁毅平

先生。是年，我收到两件入选通知，一件是塞

浦路斯，一件是罗马利亚，两张入选通知是由

中国摄影家协会代发的，上面盖着中国摄影家

协会的钢印。

这是我首次参加国际摄影展览 / 大赛，距离

今天，26 年了。

这些年来，由于在电影厂工作的原因，我

虽然基本做着摄影或与摄影相关的行政工作，

却没有时间和精力沉静下来进行艺术创作。在

此期间，我接触和了解了诸多的各类艺术家们：

编剧、导演、摄影、美术、音乐、表演等等，

使我的艺术修养和能量得以增长和储存，为我

今天的艺术创作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2007
年，国家电影事业改制，我由此回到艺术摄影

的创作环境中来。此时，数码相机和数码后期

1984 年至今，在全国 / 国际艺术摄影展览、比赛中，多次获得多项奖励；多

次担任国际摄影展览 / 比赛评委；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艺术交流，举办个人

艺术专题讲演和讲座；多次举办个人艺术摄影展览（联展）。2003 年出版《廖

小西艺术摄影作品集（风光摄影）静静地凝睇》摄影专集（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5 年获得美国摄影学会 the First Galaxy Exhibitor 星标荣誉和 PPSA

荣衔。

廖小西作品：《转山》 用心丈量和佛的距离，今世的转山变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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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制作工艺在摄影领域飞速发

展，有些思维和技术领域，完

全处于革命状态。2008年八月，

我带着刚面世的尼康 D3，赴

肯尼亚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完

全用数码相机创作 . 
到肯尼亚后，因为只能在

车上拍摄，绝大多数的时间，

整个人都处于动态状态。几天

下来，按经验设置的拍摄数

据，拍摄的影像都有不同程度

的“虚焦”，而解决这个问题

的唯一方法只能提高快门速

度，怎么办？我思考我的拍摄

目的，远行的目的是拍下我对

世界的感受、感叹和感情，虽

然我认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

技术品质都具备才能堪称完

美，但是，现在不可能两全！

权衡之下，我选择了首先保证

影像清晰，其次保证影像景深，

可能引起的影像噪点由程序处

理，如果失败，承认并接受。

我把曝光设为 S 即速度优

先，设置参数为 1000 分之一

秒或更快，然后 ISO设为自动，

这样，一般情况下，拍摄前的

瞬间就能搞定所有技术动作 :
构图取景，抬手就拍。从这天

开始，程序设置拍到的片子全

部达到了我认可的清晰度。

ISO 虽然经常处于高感状态，

噪点似有似无。我想，品质差

点我就认了，可以做资料。拍

有感染力的瞬间是我的享受和

追求，能够拍下那个瞬间，其

他的元素都可以让步。

肯尼亚之行彻底改变了我

在胶片时代的摄影技术思维。

结果证明，我做对了。肯

尼亚选出的作品，经过后期处

理，首先是《马塞部落—迎宾》 
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中国

第十三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

获得 FIAP 银牌，继而其它作

品：《村口的球赛》、《祈福》、

《取水》、《童年》等等，均

在国际影展 /影赛中斩金夺银。

这种思维方式下技术面处理的

结果，不仅仅在肯尼亚的拍摄

中得到认证，直到现在，我都

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设置我的拍

摄参数。以拍摄目的设置程序，

能够使用自动的设置尽量不使

用手动。

廖小西作品：《卓玛》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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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托尼先生的一些话：作

者感受美丽的景色，弘扬人文

关怀精神和人道主义情结的创

作主题是明确的；没有强制项

目和时间约束的创作方式是随

意的；拍摄艺术作品的条件千

变万化，拍摄期间，下一个看

到什么景象是我无法判断的；

什么时候按快门，几乎都在瞬

息之间，说千道万，“灵感乍

现”的那一瞬间，使用 RWA 格

式，你按下了快门，你就赢了！

技术问题，让高科技来解决；

高科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认

为我肯定更不能解决 。

廖小西作品：《村口的球赛》

廖小西作品：《抱羊羔的老人》

巨星，是来自丛林和旷野的优胜者

没有往事，就没有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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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事实上，正确使用这些自动模式，成功的机率远远大于失败的机率！

后来有了 D3S，D4S, 我的 ISO 被设置在 1000 以上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放心。传说中的 D5 又

要来了，感光度最高为 ISO 102400；全画幅 2000 万像素；173 点对焦系统；15 张 / 秒最高连拍

速度等等；再加上 RAW 和无所不能的 Photoshop, 难道科学能使我们成为神？就像《圣经》所言：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你认为是就是；你认为不是就不是。

我的认为：是。

科学到了如此发达的今天，摄影的技术部分，包括 PS，其操作性能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和人

性化，想拍摄“那个瞬间”的物质意义上的装备和技术条件，完全可以由“神”来解决。问题在于：

拍摄照片的人，能不能看见 “那个瞬间？“， 如果有人拍照片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想看见的“那

个瞬间”，也没有感受过强大的“灵感乍现“，这，才是需要解决的决定性问题。

关键词： “那一瞬间”你按下快门，你就赢了！

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廖小西作品：《相伴》 那些一百年不失散的故事，对我们越来越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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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西作品：《少女一样的母亲》

廖小西作品：《祈福》

少女般的温柔中，就瞥见了千古永恒的恩情

 即使大地会沉入幽暗，大地有光，心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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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小西作品：《月升》

廖小西作品：《取水》

晒一晒月光，访一访过去

不是跟一条河的距离。不是跟我们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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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认证国际摄影赛事简介

作为世界著名的三大摄影组织之一，美国摄影学会 (PSA) 在摄影赛事标准化方面具有无以

伦比和不可言喻的权威性，PSA 的组别定义标准为 FIAP、RPS、UPI 等国际摄影组织所接受，

PSA 摄影赛事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摄影界的通行标准，每年由 PSA 认证的国际摄影赛事高达 300
余个，每项赛事均秉承 PSA 公平、公正、专业性的特点，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摄影人争相参与。

参加 PSA 认证的国际摄影赛事可以获得什么？

1。 接受检验，展示作品

参加 PSA 认证的国际摄影赛事，可以与世界各国的大师、影友们一较高下，可以让自己的作

品，面对不同文化与背景的检验，让其真正的价值得以被证明！

2。 展示作品

好的作品需要广阔的展示舞台，需要经受不同文化和背景的评委审视，需要让更多不同地域

和文化的读者来欣赏！

3。 持续提升

在参赛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克服不足，发挥长处，提升摄影技艺；在

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感受对艺术的追求与坚持，在等待评审结果的过程中体验紧张与期待，在之后

的创作过程中总结与不断提升，从而在摄影艺术的道路上愈行愈坚，愈行愈远！

此外，由世界各国家各地区的摄影大师打分，权威性更高，获得的奖牌荣誉价值也更高。

为中国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搭桥铺路！



27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PSA China 赛事资讯

国际摄影大赛近期赛事预告

查看更多国际摄影赛事

http://www。psachina。org
参赛电话：010-85657384
参赛 Q Q：1767328360

PSA Current PSA Recognized Exhibitions 

参赛组别：1）画意组自由主题（PID COLOR/

OPEN）；2）自然组自由主题（ND/OPEN）。奥

赛特别专题：PSA 认证组别：3）画意组实验摄

影主题（PID COLOR/EXPERIMENTAL）；4）画意

组风光主题（PID COLOR/LANDSCAPE）；5）旅

游组自由主题（PTD/OPEN）。奥赛组别（非 PSA

认证）：6）人体摄影主题（NUDES）;7）肖像

摄影主题（PORTRAIT）;8）水摄影主题（WATER）;9）

全景摄影主题（PANORAMA PHOTOGRAPHY）;10）

建 筑 摄 影 主 题（ARCHITECTURE）;11） 情

感 及 人 际 关 系 主 题（EMOTIONS AND HUMAN 

RELATIONS）;12） 人 与 宠 物 主 题（PEOPLE 

& PETS）;13）体育、动态、动作摄影主题

（SPORTS，DYNAMICS，MOVEMENT）;14） 季 节

和气候摄影主题（SEASONS&WEATHER）;15）树

木森林摄影主题（TREES&WOODS）;16）世界儿

童摄影主题（CHILDREN OF THE WORLD）;17）

忘形的色彩摄影主题（COLOR ECSTASY）;18）

中国主题（CHINA）;19）自拍肖像主题（SELF 

PORTRAIT）;20） 街 道、 公 路、 小 巷 主 题

（STREETS、ROADS、PATHS）;21） 山 岳 摄 影

主题（MOUNTAINS）;22）非洲野生动物主题

（AFRICAN WILDLIFES）;23）日出与日落主题

（SUNRISE&SUNSET）;24）俯拍摄影主题（SEEN 

FROM ABOVE）;25）红色主题（RED）;26）微

距 摄 影 主 题（MACRO PHOTOGRAPHY）;27） 夜

景照片与人造光源摄影（NIGHT IMAGES AND 

ARTIFICIAL LIGHTS）;28） 水 下 摄 影 主 题

（UNDERWATER）;29）决定性瞬间主题（THE 

DECISIVE MOMENT）;30）我最佳的作品主题（MY 

BEST 4 IMAGES）;31）系列作品主题（SERIES 

AND SEQUENCES）( 每个系列可上传 3-12 幅作

品。可上传两个系列 );32）最美的奥地利主题

（AUSTRIA AT ITS BEST）

3月9日
截稿

【重磅赛事】2016 年第二十五届

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赛

参 赛 组 别 :A) 画 意 组 水 主 题 (PID COLOR/

WATER);B)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 彩 色 ) (PID 

COLOR/OPEN);C)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 黑 白 ) 

(PID MONO/OPEN);D) 旅游组自由主题 (PTD/

GENERAL);E) 画 意 组 生 活 主 题 (PID COLOR/

LIFE)

3月7日

参 赛 组 别 :A)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彩 色）

(PID COLOR/OPEN);B) 画意组创意主题 (PID 

COLOR/CREATIVE);C) 自 然 组 自 由 主 题 (ND/

GENERAL);D) 自 然 组 野 生 动 物 主 题 (ND/

WILDLIFE)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美国圣华金河

谷国际摄影大赛

3月6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阿联酋“杰出

影像”国际摄影大赛

截稿

3月7日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对比主题 (PID COLOR/

CONTRAST);B) 画 意 组 自 由 主 题 ( 彩 色 ) 

(PID COLOR/OPEN);C) 画意组自由主题 ( 黑

白 ) (PID MONO/OPEN);D) 自然组野生动物主

题 (ND/WILDLIFE);E) 旅游组旅行主题 (PTD/

TRAVEL);F) 新闻组体育主题 (PJD/SPORTS)

赛事名称：2016 年波黑“对比”

国际摄影大赛

2016 年第十五届奥地利超级摄影巡回赛

http://www.psachina.org
http://www.psachina.org/channels3/4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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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画意人像组精选作品欣赏（来自 PSA 网站）

Medi Wiharyono《Jli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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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画意人像组精选作品欣赏（来自 PSA 网站）

Medi Wiharyono《Fatimah Za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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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 Wiharyono《Balinese Frangip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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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h Lam， PPSA《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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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 D。 Pop《Sisters》

Larry Cowles， FPSA， GMPSA《Julie Blue Eyes in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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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ki Gaul， PPSA《Fred Smoking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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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in Roth《Love the B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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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M。 Lines《The Highlander》

J。 J。 Gerlitz《Vintag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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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查德·埃夫登作为一个“上个世纪职业摄影的典范之一”的摄影家，

一直被视为一个时装或者说是时尚摄影家，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时装摄影

家，他创新地把模特带到摄影棚之外去拍摄。并在时装摄影中引入了许多新的元素，

诸如新闻摄影，肖像摄影甚至是摄影拼贴，极大地丰 富了时装摄影的表现力。除此

之外，他也关心社会的进步和人文发展，运用独特的拍摄方式拍摄了大量杰出的肖

像摄影作品，并深入美国西部底层进行拍摄，赋予了肖像摄影更深层次的含义。

 理查德·艾夫登

（Richard Avedon）

理查德·艾夫登是一位标新立异的美

国摄影大师。曾因“引领摄影新潮流”

而在《美国摄影》杂志评选的 100 名

最重要的美国摄影师排行榜上位居榜

首。

引领摄影新潮流摄影大师

理查德·艾夫登 Richard Avedon

文字、图片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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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夫登早期在时装

摄影方面就打破常规，

让模特身穿时装走在大

街小巷、餐厅酒吧，把

动感融入时装的静态展

示中，贴近现实，贴近

生活，从而达到在生活

场景中演绎时尚文化的

目的。

艾夫登最擅长时尚

摄影，曾为众多当红明

星拍过写真集。1955 年，

艾夫登为法国品牌克里

斯蒂安·迪奥的晚装拍摄

了一幅黑白照片《多维

玛与大象》将身着一套

迪奥晚的名模多维玛装

置身于大象中间，皮糙

肉厚的大象和纤细妩媚

的女模形成强烈的反差，

鲜明的对比，给人极大

的视觉冲击感，超模与

大象共舞感动了很多人。

一举奠定了他在国际时

尚摄影界的地位。

此后，艾夫登的摄影

创作逐渐形成鲜明的个

人特色。他的拍摄对象

基本上都是事先摆布的，

常常被置于画面的最前

方；他喜欢用闪光灯，

但想方设法避免闪光灯

打亮时在背景板上留下

的阴影：他从来不掩饰

人物的生理缺陷，皱纹、

眼袋、疤痕在画面上很

显眼，但真实面貌更能

引起观者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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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艾夫登的风格是很别致的：他最大

的特点就是纯白的背景（少数情况是灰色）。

印象里他拍的人像是从来没有任何非纯色背景

的。

他的时尚照片则恰恰相反：他喜欢把模特

和助手带到摄影棚之外，到街上去拍摄。而且

他的时尚摄影里，模特经常是处在运动中。一

句话：模特在他的照片里不是个衣架子，而是

个活人。理查德·阿维顿用纯白背景拍人像，倒

不是他首创的。这个东西画家里就有人这么尝

试过。不过理查德·阿维顿是把白色背景和其他

东西结合起来了：他经常在试图寻找被摄者比

较不常见的一面。例如他拍摄温莎公爵和夫人

的时候，他聊到来摄影棚的路上，他坐的出租

车撞死了一条狗。在公爵和夫人露出惊讶、遗憾，

或许还有点哀伤的神情的瞬间，他按下了快门。

这是理查德·阿维顿很典型的方法：用聊天来引

导被摄者的情绪。

他甚至经常问被摄者一些很严肃的问题，

例如关于生死。因此他的照片里的名人，经常

和我们印象里的不太一样。比如玛丽莲·梦露

Marilyn Monroe，我们一般的印象是性感甚至

妖艳的。但在理查德·艾夫登的照片里，她显得

非常疲惫，还带着些许悲伤。所以理查德·艾夫

登不仅是一个记录者，他更是人像的创作者。

在这样的表现力的前提下，白色背景就并不显

得单调乏味，而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

了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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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照片从来不是临摹。情绪或事实在转化成照片的那一刻后，早就不再是事实了，而是

一种观点。照片没有不准确这回事。因此所有照片都是准确的，却没有一张是真相。”

——理查德·艾夫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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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夫登还是一名活跃的人文摄影师。他曾去美国南方拍摄黑人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还曾在

美国各地拍摄反战活动，甚至亲临越南拍摄战争。

时尚从来不是艾夫登从事摄影的惟一兴趣所在，他的兴趣在人身上，他很重视摄影师与拍摄

对象的关系。在他看来，拍摄一张照片，重要的是他对拍摄对象的兴趣，他们之间应该是有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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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设计师多娜

泰拉·范思哲则说：“理

查德·艾维登是一位真

正的摄影大师，也是

将摄影变成艺术的大

师之一，他带给范思

哲品牌的灵感至今影

响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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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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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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题：影子

程兴华《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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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一缕阳光》

张
项
理
《
拉
网
小
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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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燕《源》

廖建辉《发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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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晨研《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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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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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小锡《各行其道》

DANY CHAN_《FLAMINGOS TAKING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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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题：人与自然

大自然中有许多的动物，植物在生长，它们种类繁多，五颜六色。大自然也孕育了我们人类，

让我们人类有一个美丽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大自然让我们的地球充满了勃勃生机，让这

个世界不枯燥，不单调。记录自然、感受自然、揭秘自然、呵护自然，展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和

谐关系。

下期《影廊·视界》主题为“人与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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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永红《珍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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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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