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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官方网站 http://www.psa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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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MING_HONG ZHANG_ 章宏 _China



 PSA China 活动招募

您想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交流摄影

吗？您想对自己的作品有更深的了解

吗？您想与中国摄影大师有深入的交流

探讨吗？您想知道国际摄影界的摄影趋

势吗？请加入PSA China唯一官方QQ群：

169469468。我们将每周五中午 12 点半

到 13 点半在 QQ 群内进行快乐摄影、轻

松参赛“摄影交流会”活动。

无论您是使用单反机、卡片机甚至手

机拍摄，我们都一如既往的欢迎并期待

您的加入，希望大家不吝佳作，提前准

备好作品，向大家展示您的才华！ PSA 

China 愿与您一起交流摄影技术，学习探

讨摄影心得！

这里不仅是一个辅助聊天的摄影 QQ

群，更是一个学习探讨摄影技巧、知识

的大家庭，这里不仅可以交到有共同爱

好的影友，更可以结识到中国公认的摄

影大师，这里不仅是您展示才华的地方，

更是您走向世界的起点。当然，真正能

展现您摄影才华、走向世界的平台还是

在——PSA China。

交流，
PSA China 摄影大课堂

让摄影更快乐、让参赛更轻松

每周五 12 点半快乐摄影、轻松参赛“摄

影交流会”欢迎参加！

届时，由精通国际摄影赛事的邹翔宇老师

与大家分享参加国际赛事经验，并解答您参

加国际摄影赛事遇到的各种问题；

由精通摄影技术、对摄影有独到见解的赵

亚鸣老师甘当人梯，与您一同赏析摄影作品，

提供拍摄建议。

QQ 群：169469468

活动方式：群视频聊天

咨询电话：010-8565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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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国际摄影大师学摄影

国际摄影大师
         卡蒂埃·布列松访谈录

卡蒂埃 - 布列松大概是所有喜欢摄影的人都听过并敬仰的名字，大家

也将他誉为街头摄影大师，也许当年他对摄影的理念及方法不见得适用

于现在这个数字年代，也无法当成绝对的标准，但他对瞬间的捕捉，精

准的构图，以及摄影的理念的确非常值得参考，毕竟他是摄影界公认的

大师，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以下是访谈的翻译。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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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国际摄影大师学摄影

布列松：

对我来说摄影是去发现某个精彩又极短暂的瞬间，并精准的表达出那个瞬间的讯

息。我们所在的生活能影响我们，同时也能被我们影响。内在及外在，这两者间必

须要建立一个平衡，两者在互补的过程中最终希望能达到合而为一的境界，而其方

法就是不断的沟通。但这部份只搞定了照片的内容。对我来说，内容无法与照片的

形式分开。所谓的形式，我是说像是精准的几何构图以及对象，线条，表像之间的

关系。在这个状态下我们的情感以及概念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在摄影中，这种视觉

状态只能出自受过训练的直觉本能。我要说这只是我建立并认为只适用于自己的规

则而不是什么理论，这是我个人的规则。

摄影是冥想的过程。对于概念，某个

特定的状况，或某个问题，我们要清楚

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而摄影可以帮助

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这些过程，状况，

或问题，借着日常生活向我们显现，我

们必须要保持警觉并知道什么时候去捕

捉那些精彩的瞬间，通常这都是靠预感

或是直觉，很难说清楚我们是为什么在

某个瞬间按下快门，那个瞬间突然就来

了，就在那儿，是那个瞬间出现在我们

面前。所有事物都在那儿，是机遇的问题，

有时你必须要用念力去让那些机遇发生。

在摄影中所谓「创意」的瞬间非常短暂。

画家及作家可以透过绘画或写作来阐述，

但在摄影中，我们必须决定一个瞬间，

一个决定性的瞬间，那些已经存在着的

瞬间。像是表达 “我看过这个”，“我

看过那个”，“我去过那里”的概念。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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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你必须要跟一大群观众沟通时会影响你说故事的态度吗？还是你仍旧会坚

持自己的理念和直觉？

布列松：我的直觉是不变的，你必须知道用什么架构去为杂志诉说故事，同时必

须要为自己而摄影并说故事。沟通必须要在逻辑中带有吸引人的特性。

问：当你针对不同国家进行摄影项目时，你会花时间住在那儿吗？

布列松：你无法仓促进出一个地方，需要花时间去了解，去感受一个地方。你对

一个国家有一些概念，但当你真正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你对当地的了解是对还是

错，不该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真相以及你的印象会对你说话。第一印象必须要很新

鲜，就像你第一次看到某人，你会对他的长相有某种刻板印象，但事后你也许会说，

我对那个人的印象是错的，因为我没注意到他的某些特点，某个笑容，而我到一个

没去过的国家，就像是看到之前某个没见过的人一样的道理。

我在 1930 年开始摄影的年

代几乎没什么摄影杂志，因为

没这个需求，而当时我在拍摄

一些我感兴趣的事物，一些让

我有冲击感的事物，有点像影

像日记，现在我还是保有摄影

日记的习惯。后来市面上出版

了一些杂志，当你为那些杂志

拍摄的同时，也要当作是在为

自己拍摄，永远都要是为自己

拍摄，透过拍摄去表达自己。

杂志让你有机会接触一些世界

上重要的事情，你有时必须要

跟一大群观众沟通。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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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国际摄影大师学摄影

问：不知道你是否能举个例子，例如你在印度摄影，西方国家对东方会有一些异

国情调的想象，这种观念有影响你的作品以及你如何接近当地人吗？

布列松：这种感觉会慢慢的影响你，不会是突然的，但有时也有可能是突然的，

你必须要在当地生活，去接触了解当地人，并建立关系，你要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

跟当地人一样的状态，你不应该评论任何人事物，尽量保持和善，去喜欢他们，不

要无礼，不要难搞，因为你的态度将会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像是惊吓，幽默等等。

问：你闻名于从不裁切自己的照片，你对这件事有什么说法？

布列松：当你将自己置身于某个瞬间及空间时，我们必须要对事物之间的关系有

点概念。就像当你要选择一个瞬间去陈述某件事，你会选择一个正确的点。我也会

移动我自己，近一点或远一点，看是否要突显某个拍摄对象，而若要突显某种“关系”，

我会检视线条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主题不对了，就算你裁切或后置都无法将照片

加强。如果一张照片是平庸的，再怎么处理都是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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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这跟你的拍摄时的直觉能力有关对吧？

布列松：的。技术不是抽象的。你无法避开技术的问题。技术能帮助你表达，你

必须要了解你的镜头，借着了解工具去表达你自己，你要使自己的技巧熟练，就像

打字员打字时眼睛不用盯着键盘，而只需专著于内容一般。你不需要测光器，你就

应该知道如何测光。一个厨子不需要用秤去决定撒多少盐。这都是直觉，是本能。

问：我想这个概念可以运用到所有的表达方式，技巧必须要被融会贯通。

布列松：我想是的。

问：身为摄影师，我想你最基本的目的是沟通，就像所有其它艺术一样，是吗？

布列松：是的，沟通一直都很重要。你想沟通某些讯息，然后知道你的讯息被别

人接收，而不是被认可，被认可其实是件很危险的事，重要的不是被认可，而是被

接收。假设你爱一个人，你的爱会被接收，而不是被认可。这对我来说就是沟通。

问：付出并被接收。

布列松：是的，而不是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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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国际摄影大师学摄影

人们常常会问我，”你最喜欢哪一张照片？“ 而我会说

最重要的照片是下一张，我们必须常常思考下一个拍摄的

主题，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相机是眼睛的延伸，

我一直都将相机带在身上。所有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生命

的观点，生活方式，对生命的态度，我们的喜好，是“我

们本身”决定了一切。

问：是否能谈谈摄影的技术层面？

布列松：我们不需要太大的器材，我通常只使用 50mm 的广角镜头，因为我不知

道下一秒会在暗暗的屋子里或是大太阳底下拍照。

问：所以小巧好携带很重要。

布列松：这很重要，而且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你。我认为用 50mm 的镜头可以搞

定许多状况，尤其是风景照，你通常需要 90mm 的镜头因为可以帮你切掉比较无趣

的前景部份，但你在拍照的时候就决定要裁掉什么了，我不会这样。你所拍到的对

象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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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国际摄影大师学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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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特克斯国际摄影大赛银牌作品欣赏

银牌

画意组彩色不限主题

Tekesi 银奖 _TWO PLUS FOUR 3_GUNTHER RIEHLE_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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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银奖 _HUAIYUAN BUILDING_ 怀远楼 _KAILI ZHAO_ 赵开丽 _China

PSA 银奖 _BLESSING OF LIGHT_ 祈灯 _XIANSHE YE_ 叶先设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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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希卡网银奖 _HOLD FAST_ 坚守 _HAIYAN WU_ 吴海燕 _China

PSA China 银奖 _XIYUGUSHIZHI XIANG_ 西域故事 翔 _CHENG XIN SHENG_ 盛承新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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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画意组黑白不限主题

PSA 银奖 _INNOCENCE_ 童真 _GUOQUN WU_ 吴国群 _China

和讯银奖 _ACROSS THE HORIZON_ 横跨天际 _TIANGONG XIA_ 夏天公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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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Tekesi 银奖 _GHOST RIDERS__ED COOLEY_USA

希卡网银奖 _SNOWY OWL LANDING BW_PHILLIP KWAN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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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China 银奖 _OUDE MAN_JOS CUPPENS_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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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自然组不限主题

PSA 银奖 _ROARING LION KING_ 咆哮的狮王 _XINGCAN CHEN_ 陈兴灿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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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银奖 _STAYING CLOSE TO MOM_NORMAN JOHNSON_USA

希卡网银奖 _SNOW LEOPARD STARE_PHILLIP KWAN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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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China 银奖 _BALLET_ 芭蕾舞 _YIJUN XIA_ 夏一军 _China

Tekesi 银奖 _DREAM JOURNEY_ 梦幻之旅 _MINQIANG LU_ 卢敏强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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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旅游组不限主题

和讯银奖 _OVERJOY_ 沸腾 _CHUN LAN LI_ 李春兰 _China

希卡网银奖 _DANCING RACE_ 斗舞 _HONGBING YE_ 叶红兵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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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银奖 _THE SNOW QILIAN MOUNTAIN_ 风雪祁连山 _YANG ZHOU_ 周扬 _China

PSA China 银奖 _RIDING A YAK CATCH THE SHEEP_ 叼羊比赛 _BAOSEN WANG_ 王宝森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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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Tekesi 银奖 _NUANYANG_ 暖阳 _JING CHE_ 车静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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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画意组“新疆”主题

Tekesi 银奖 _PLAY_LUNG-TSAI WANG_Taiwan

PSA China 银奖 _JUMP_ 跳跃

CHUNBO GAO_ 高春波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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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银奖 _CRADLE_ 摇篮 _SHUMING DAI_ 代曙明 _China

希卡网银奖 _GAME OF LAMB TUSSLING_ 叼羊 _YILIANG YANG_ 杨宜亮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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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画意组“特克斯”主题

Tekesi 银奖 _TEKESIFENGJINGXIAN CAOYUANRENJIA_ 特克斯风景线 草原人家 _李钟鸣 _China

希卡网银奖 _HORSE RACING_ 赛马 _CHENGFENG HAN_ 韩承峰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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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和讯银奖 _MUGUI_ 牧归 _AI  PING HU_ 胡爱萍 _China

PSA China 银奖 _LEAD IN ALL DIRECTIONS_ 四通八达 _LUNQIAN HUANG_ 黄论谦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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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 Jared Lim 作品
美妙的建筑图形

图文来自网络

摄影师 Chase Jarvis 用“明亮与鲜活”来描述新加坡摄影师 Jared Lim 的作品，只要
看一眼他的作品，你就能理解 Jarvis 的意思。

Lim 在全世界范围内拍摄建筑物，他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去发现这些几何形状、线条和
图案，这就是所谓的摄影师的“摄影眼”。

摄影师说：“这些照片都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拍摄的。因为我去的大部分都是大都市，
所以建筑是最常见的主题。我从孩童时期起就一直热爱几何。少年时在学校的我就喜
欢创作重复的图案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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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自网络



38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39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40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41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42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43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池晓虹
x i a o h o n g   C h i

中国新锐摄影师之一

PSA China 会员

美国摄影学会会员

2015 年度 PSA China 国际摄影十杰

江西省摄影协会理事

国际摄影杂志记者

国际摄影大赛金牌得主

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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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晓虹，江西人。2015 年度 PSA China 国际摄影十杰。作品 2000 余幅 / 次入选

30 多个国家摄影大赛，获金、银、铜奖近百个，其他奖项 170 余个。

池晓虹简介

池晓虹作品：《绿水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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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池晓虹作品：《老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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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晓虹作品：《雪中行》

池晓虹作品：《独舟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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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池晓虹作品：《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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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晓虹作品：《大地调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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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池晓虹作品：《漓江捕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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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国际摄影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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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自由主题（彩色）_(PID 

COLOR/OPEN);B)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

(PID MONO/OPEN);C)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

GENERAL);D) 自然组自由主题 _(ND/GENERAL)

10月30日
截稿

赛 事 名 称：2016 年 阿 根 廷 DEL 

PLATA 国际摄影大赛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自由主题（彩色）_(PID 

COLOR/OPEN);B)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

(PID MONO/OPEN);C) 自然组自由主题 _(ND/

GENERAL);D) 新闻组自由主题 _(PJD/GENERAL)

10月30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加拿大多伦多

第 123 届国际摄影大赛

参赛组别 :A) 画意组自由主题（彩色）_(PID 

COLOR/OPEN);B)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

(PID MONO/OPEN);C) 自然组自由主题 _(ND/

GENERAL);D)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GENERAL)

10月30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英国里金国际

摄影大赛

参 赛 组 别 :A) 旅 游 组 自 由 主 题 _(PTD/

GENERAL);B) 自 然 组 自 由 主 题 _(ND/

GENERAL);C) 画意组自由主题（黑白）_(PID 

MONO/OPEN);D) 画意组自由主题（彩色）_(PID 

COLOR/OPEN)

10月26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塞尔维亚秋季

国际摄影巡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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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China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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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HM_PSA 绶带奖 _QUIET_ 静谧 _ZHIQIANG HUANG_ 黄志强 _China_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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