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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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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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相机像素迈入“亿”时代
飞思 XF IQ3 100MP

在这个手机可以单挑卡片相

机的时代，专业相机也随着飞

思中画幅相机 XF-100MP 的发

布进入了亿像素时代。

这款相机拥有最新的高级

CMOS 传感器技术 -645 全画幅传

感器，並且能与所有的飞思焦平

面快门镜头和施耐德叶片快门镜

头完美融合。飞思 XF100MP 相机

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飞思图

像质量：总像素 1 亿 108 万，

16bit 色彩深度，动态范围高达

15 档，ISO 范 围 50-12800， 从

1/4000 秒到 60 分钟的曝光时间

范围，同时仍然保留 1/1600 秒

闪光同步速度。

为实现流畅和准确的相机控

制，飞思 XF 100MP 相机系统增

加了快速和准确的高分辨率实时

取景功能，同时为未来需要扩展

的工作流程增加一个全新的 HDMI

输出端口。

XF 100MP 相机系统的小蜜蜂

自动对焦设计可轻松容纳 1 亿像

素分辨率，以及 97% 的取景器都

适用于棱镜取景器或腰部水平取景器。

除了一亿像素之外，飞思 IQ3100MP 后背还

具备 16bit 的色彩深度以及 15 挡曝光的动态范

围，最大感光度也达到了 ISO 12800。从这款

产品中我们也不难看的，CMOS 传感器将会成为

未来中画幅相机的发展趋势，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CMOS 传感器的性能已经完成了对 CCD 传

感器的超越，在中画幅领域对后者的取代势必

成为大势所趋。

和规格同等狂暴的还有它的价格，作为

一部专业级的中画幅相机，搭配 Schneider 

Kreuznach 80mm LS 镜头的套机售价为 48990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2 万元（参考报价）。

数据是冰冷的，1 亿像素究竟能带来怎样的

画质表现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飞思给出的 XF 

100MP 官方样张。

C a m e r a  e q u i p m e n t 
PS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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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一亿像素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选取人物眼睛放大，如下图

看图，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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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思 XF IQ3 100MP  官方样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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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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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灰让你的作品脱颖而出
调色一直是大家倍受关注的话题，每个人对调色都有自己独特的调色方法和习惯。

在国际摄影大赛中，“高级灰”是很多摄影人钟爱的影调，因为这种色调往往给人

和谐、柔和、统一感觉。

一、关于“高级灰”

绘画中有一句常用的话：当你掌握了灰，你就掌握的颜色的精髓。许多色彩大师

经过多年的实践以后总结出一条经验：只有懂得灰色与灰色调之美，才能懂得色彩

之美。灰色和灰色调有一个通俗名叫做“高级灰”，摄影和绘画本是很相近的，从

照片的角度来说，“灰”类似一个词就是“灰阶”，如下图所示：

纯度降低

明度降低

通常来说，液晶屏幕上人们肉眼所见的一

个点，即一个像素，它是由红、绿、蓝 (RGB)

三个子像素组成的。每一个子像素，其背后的

光源都可以显现出不同的亮度级别。而灰阶代

表了由最暗到最亮之间不同亮度的层次级别。

这中间层级越多，所能够呈现的画面效果也就

越细腻。

一般来说，照片中灰阶保留的越完好，照

片的质感就会越好，照片的色彩也就越趋近于

饱满沉淀。绘画领域有一种高境界叫做“高级

灰“——看似简单的一组色彩，却包含了非常

多的颜色，经过调和、搭配，从而达到和谐统

一的效果。
ANTELOPE CANYON LIGHT_YOUMANS HSIONG_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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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灰让你的作品脱颖而出 二、将“高级灰”应用到照片的色彩中

因为高级灰是由多种色彩调配而成，没有一种色彩独立存在的，而在照片中，每

一个颜色的细节都将会保持的很完整。所以，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看直方图。一

个色彩完整的照片，在各个色域中，直方图细节应该相对完整。如下图：

在 RGB 格式中，有四个组成要素：红、绿、蓝、明度。这里的灰，就是通过红绿

蓝经过不同比例的调和而形成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灰调，通过红绿蓝明度的

比例变化，又会产生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使得每个颜色都不会独立的存在，没有

一个颜色是鹤立鸡群，也没有一个颜色被落下。

那么在直方图里面，红，绿，蓝的直方图在亮部，中间调，暗部都是饱满的。因

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体现出颜色的调和。直方图上看，红绿蓝基本饱满，但是又有

变化，这样变化的比例也就造就了颜色的视觉变化。所以整个照片虽然整体看起来

史小刚作品：《凯旋》



   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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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低但是色彩仍然很饱满。

就如上图，整个画面的颜色基本统一，但是画面里有暖有冷，有明有暗。把图拖

到 ps 里面看直方图，一下就出来了。几乎在每个色域上细节都保持的很完整。因

为画面中的灰色是有红绿蓝共同调和的，所以即使是灰，看起来也是有很丰富的色

彩在里面的。

三、如何调出灰色调效果？

“灰调”是现在很多人都追求的调子，那么，从后期技术角度看，如何把这一高

雅的流行色呈现在照片效果上呢？先抓住几个关键词：高级灰、低饱和、协调色，

高级灰应该是一个色系或一个色组，通过色彩调和使纯度偏于低饱和，采用协调的

色彩搭配产生良好的和谐感，柔美且理性，让人赏心悦目。按照这个思路，下面展

开实现高级灰的后期制作：

1、打开一张画面干净、色彩饱和的照片：

2、老人皮肤略红，执行“色相 / 饱和度”命令，选择可控肤色的“红色”，改变“色相”减少红色色相：

ACCOMPANY_HE WANG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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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处理

3、执行“自动对比度”命令去灰；

   执行“可选颜色”命令，其中“颜色”选择“红色”，减“洋红”和“黑色”提亮老人肤色：

4、新建“图层 1”层，填充白色，“设置图层的混合模式”为“饱和度”，使彩色照片变为灰度图像，这样不破

坏色彩本身，也不会改变明暗对比

5、接着，降低“图层 1”的不透明度，灰度融于彩色中，实现不饱和状：

ACCOMPANY_HE WANG_China



   后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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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执行“照片滤镜”命令，“滤镜”选择“加温滤镜”，呈现“颜色”为橙色，淡淡的覆盖协调了画面色彩

的统一性：

7、高级灰并不代表灰调平乏，在初步效果的基础上，执行“可选颜色”命令，分别调整画面主色“红色”和“黄

色”，让层次柔和又饱满，仍处于不饱和状但通透：

　　8、执行“曲线”命令，稍稍提高中间调，使画面更柔亮协调：

高级灰的色调效果实现起来并不难，也不是要做出多大的改变，用多复杂的技巧方法，主要是掌握好符合灰调的

低饱和程度，使纯度低但不失对比，色彩有韵味而不死灰一片，统一协调且层次丰富，最终能够体现整体和谐美，却

又高级，烘托出倾向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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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期处理

9、最后，适当增加对比度，使画面主体清晰：

原

图

完

成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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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大美新疆时时处处好风光，每一小时的景色都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吸引人们的眼

球。白天有白天的魅力，夜晚更有夜晚的神奇。

与青藏的星空相比，新疆的夜空更为繁盛、开阔。“天鹅绒上撒满碎钻”是对这

片污染少，天朗气清地区的真实写照。新疆，是更适合用镜头讲述最美的星空的故事，

可以拍摄星空的地点很多。

银河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5 月 -10 月都是拍摄银河的好季节，其中夏秋之交的

银河是最清晰明亮的。兼具北国风光之雄浑，又具有南国山水之娇秀的喀纳斯，任

何一个景物都可以是很好的前景。夜晚，星星繁密，在别处看不见这么多的星星，

但是在这里你能发现银河横跨天际，轮廓分明。

如何拍出高逼格的星空？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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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高远、开阔是克拉玛依星空最大的特色。克拉玛依周边景色繁多，既有广袤的荒

野又有雪山湖泊、胡杨草原，天和地都一眼望不到边，所以成就了这里星空的浩瀚，

银河的壮观。

野果林位于新疆塔城地区的吾尔喀夏尔山北麓，因为远离市区且地势高远，星空

质量非常好。由密集的恒星组成的银河，璀璨浩瀚，宛如奔腾的激流，一泻千里。

每到夏天，北方天空所有星座都能辨认出来。

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州，这里的星空

灿烂和安静。而这种安静中蕴藏着的巨

大力量，让夜空浪漫而回味悠长。每年7、

8月份，银河就在头顶，让人触手可及。

五堡魔鬼城位于哈密境内。雅丹地貌

赋予星空更加神秘的效果，蓝灰色的夜

空犹如巨幅的沙画板，点缀着无数星子，

每颗星星都格外明亮。

很多人对漫天繁星和浩渺夜空早已垂

涎三尺。也有不少人已经跃跃欲试想穿

越沙漠戈壁，登上雪域高原去仰望星空

了吧？

然而，美丽的星空远在旷野，深藏山谷，

或者在雪地、湖泊、沙漠。这些通常都

是无人区，有时候半米深的雪掩埋路基，

有时候戈壁沙漠连路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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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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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集锦

PSAChina 主题国际摄影大赛

金牌

PSA 金奖 _FENG XUE ZHON_XING WAN YU_China 

PSA 金奖 _SPIRIT_ZHIPING QI _ China

PSA

PSA 金牌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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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Apathy_DEVERS Christian_Belgium 

PSA 金奖 _POKE TROOPS_KWONG TIN CHUNG_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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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黄保义 -原野 -WEALD_China

PSA 金奖 _IMMERSE_ 沐浴 _YUXIN WEI_ 魏育新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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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WINTER BATH_ADAM WONG _ China

PSA 金奖 _RACING_ 赛马 _JIAN HE_ 何建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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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_CAVE BUDDHA_CHAU KEI CHECKY LAM_Hong Kong

PSA 金奖 _Dragon Boat Racing_Phung Noi Fong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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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扎西东洲 -炊烟燎原上 -CHUI YAN LIAO YUAN SHANG

SA 金奖 _ANCIENT POTTERY WORKSHOP_HUI HUANG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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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_LITTLE NAUGHTY_ 小淘气 _JIANGUO LIN_ 林建国 _China

PSA 金奖 _Morning Sunlight_ 莉 王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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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RODEO HIP HOP_FRANCIS KING_Canada

PSA 金奖 _SOUL-STIRRING3 BW_YONGXIONG LING _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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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_GRAZING_RONGCHUN SU_China

PSA 金奖 _SABAL COUNTRYSIDE_JIAN XING PANG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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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BRAIN CLINIC LAS VEGAS_MARY MILLER _ United States

PSA 金奖 _SPIRAL STAIRS_ 旋转楼梯 _JIAN XU_ 许坚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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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_THE VAST SEA OF CLOUDS UP HUGE WAVE_YUQING YAO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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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NA2-MOTHER AND CHILD 03_YUN FENG PERNG_Taiwan

PSA 金奖 _PLAY_NING  TAI YU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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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_TIME TO HUNT_ 出猎 _JIAN GAO_ 高健 _China

PSA 金奖 -欧伟文 -万马奔腾 -TEN THOUSAND STEEDS GALLOP-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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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AFFECTIONATE_CHILAI HUANG_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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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PSA 金奖

BABIES OVER FEET

CHILAI HUANG

Taiwan

PSA 金奖 _THE FLAMINGO_ 雨中火烈鸟 _XIANGLI ZHANG_ 张项理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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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金奖 _COMPETITION15_MING-HU CHENG_Taiwan

PSA 金奖 _FIRST COME 

FIRST SERVED_FRANCIS 

KING_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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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 (Steve McCurry) 从事摄影

30多年以来，用过20多本护照，走遍了世界许多角落。

他经历过斯洛文尼亚的飞机坠毁事故，也遭遇过阿富

汗的武装抢劫和爆炸，但他的摄影照片中表现出来的

并不是苦难，而是新奇与发现。他让世界变得无比大

又非常小，风情万千又莫名熟悉。

史
蒂
夫
·
麦
凯
瑞 

摄
影
旅
行
日
记

史蒂夫·麦凯瑞，美国摄影师。
1985 年因成绩优秀，被聘为签约
摄影师。主要拍摄东南亚地区和伊
斯兰国家的专题。他为《国家地
理》杂志工作了 20 年，最后成为
这本杂志的首席摄影师。1979年，
因在阿富汗采访获 " 罗伯特·卡帕
最佳海外摄影金牌奖 "。1984 年，
获全美摄影记者协会 " 年度最佳杂
志摄影师称号 "。1998 年又获 ' 艾
森斯塔特摄影报道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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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瑞在1978年去了印度，本来只打算待3个月的他，在那里一待就是2年。他说：

“印度对我来说就像是另一个星球，我去过那里有 80 或是 90 次了，还是有很多我

没到过的地方。”还曾有一些阿富汗难民找到他，希望他记录下他们的困境并乔装

打扮帮他非法混入阿富汗。对于战争，麦凯瑞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冲突本身，而在于

战争中人员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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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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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争，麦凯瑞也为一

些模特拍摄日历封面，与其

他摄影师要求的裸体模特不

同，麦凯瑞要求他的模特都

穿着衣服，并专门选择与慈

善事业相关的模特。

麦凯瑞曾获得罗伯特·卡

帕摄影金奖、国家新闻摄影

师大奖和四次全球新闻摄影

大赛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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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PSA 摄影赛事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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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欣
X i n i n  C h e n

中国新锐摄影师之一

PSA China 会员

美国摄影学会会员

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

2015 年度 PSA China 国际摄影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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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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1 日出生的我，11 是我的幸运数字，一路走来还真跟 11 特别有缘，1989-

1999在报社从事记者、编辑11年，2000-2010下海创业11年，2011年开始周游世界，

计划在第三个 11 年内走完世界主要的 100 个国家，并用相机记录下感动我的人和

事。。。

在新闻单位期间，有 6 年左右的时间在玩胶片机和彩色暗房，等到中断十几年后

拿起相机时，发现已经要重新学习数码及后期了，好在很快适应了新东西。。。

行摄世界5年，去到了亚洲的印度（二

次）、尼泊尔、柬埔寨、新加坡、马来

西亚、孟加拉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中东的伊朗、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

非洲的肯尼亚、埃塞尔比亚、津巴布韦、

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及等；

美洲的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秘鲁、

智利、玻利维亚、古巴等；欧洲的挪威、

冰岛等，当然，摄影人所说的地球三级

南极、北极（欧洲和美洲各一次）、珠

峰大本营（二次）都走过了，此外，还

有中国西部的西藏（三次）、新疆、云

南、川西、甘南也走了一遍。今年已经

出机票的行程有4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8月非洲的坦桑尼亚、博茨瓦纳、莫桑比

克、马拉维和斯威士兰。。。走过和即

将出发的国家和地区一共是 37 个，看来

11年要走完100个国家还要抓紧了哈。。。

陈欣欣简介

《踩高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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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欣欣 作品欣赏

《非洲印象》

《头上功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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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欣欣 作品欣赏

《Mother Love》

《非洲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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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欣欣 作品欣赏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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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China 活动招募
PSA China 第三批精英讲师团——陈欣欣 作品欣赏

《Boxing 2》

《Flamingo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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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China 活动招募

世界摄影大师邀您一起 
行摄大美天山

8 月 5 日，第五届特克斯国际摄影大赛评委团

邀您一起行摄魅力天山，感受成功申请世界自然遗

产的美景，拍摄世界上少有的天然优质草场，记录

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观与精

致奇妙汇集的神奇之地——特克斯！

拍摄看点：

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背靠雪山，风光秀美，是一个群山环抱的蓝色湖泊，湖

边是广阔的草原，草原上野花遍地，水天一色，天高地广，牛羊游移，

天鹅飞翔。来到这里没有人不被这“上帝的最后一滴眼泪”的美景所

震撼，美如画的风景，丰富的拍摄题材，不愧是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天堂。

喀拉峻

喀拉峻草原风景独特，草丰林茂，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誉为：“世

界上少有的高山天然优质大草原”。盛夏之际雨水丰富、日照充足，

各色的鲜花镶嵌在绿茸茸的草甸上，犹如巧夺天工的硕大地毯铺到了

天边，被人冠以“五色花草原”。充满生机和活力，绵延起伏的草原

是表现大自然空间感、广阔感最好的题材。

琼库什台

 琼库什台是个哈萨克牧民村庄。摄影爱好者在这里不仅可以拍摄

美景、具有特色的建筑，还可以拍摄这里最具民族特色的牧民生活。

蓝天白云之下，近处如绒的草原、散落在草原上的木屋、毡房、牛羊；

墨绿的杉林和五颜六色的花海，以及远处皑皑的雪山，几种色彩层次

分明，色调和谐。即使是初学摄影的爱好者也能够拍出不错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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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安排 餐 住宿

D1

  5 日下午伊宁 16：00 之前接机，集合
后乘车前往赛里木湖，拍摄落日，夜宿
果子沟毡房。

晚 赛里木湖

D2

  早起拍摄果子沟或赛里木湖日出，沿
途风光，果子沟大桥，赛里木湖景区拍
摄赛里木湖美景，夜宿特克斯或赶到喀
拉峻。

早
中
晚

特克斯

D3

   早 6 点起，前乘车前往喀拉峻景区，
拍摄鲜花台日出。早餐后游览西喀拉峻
景区—西喀拉峻风情园观景点—乌孙夏
都；午餐在乌孙夏都哈萨克毡房享用特
色风味，午餐后前往东喀拉峻景区游览
世界自然遗产展示中心—鲜花观景台—
库尔代河大峡谷—三阶夷平面等景点，
视天气情况可选择拍摄草原落日。有精
力的影友可拍摄星空和星轨。

早
中
晚

喀拉峻毡房 

D4

  早 6 点起，拍摄草原日出，早餐后乘
车前往琼库什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拍
摄阔克苏大峡谷景区九曲十八弯欣赏九
曲十八弯 -- 大库什台草原 -- 雪岭云杉
林抵达琼库什台村。沿途景色优美，是
摄影家的天堂。下午可自行选择骑马或
徒步（骑马为自费项目）：80 元 /小时）
沿乌孙古道寻找 2000 年前的感觉，也可
骑马前往高山湖观赏美景。

早
中
晚

琼库什台木屋

D5

 早 7 点拍摄琼库什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全景。早餐后沿途拍摄哈萨克民俗返回
到十八弯拍摄人体草原，简单临时午餐，
时间来的及在阔孜克拉村午餐，19 点前
必须在十八弯等待日落，23 点到特克斯
县住宿。

早
中
晚

特克斯

D6

   7 点早餐，前往阿克塔斯草原拍摄。
中午特克斯午餐，下午游览特克斯县，
傍晚拍摄达坂附近的风光，返回特克斯
县

早
中
晚

特克斯

D7  早餐结束后，返程。 早

赛里木湖、喀拉峻、琼库什台摄影 7日游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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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不同普通观光，为了争取最佳拍摄效果，以上行程可能

会根据现场天气、光线、时间、拍摄条件等相关因素的变化，

作适当的调整。

行程说明：

1. 新疆天气多变，建议遇到好的光线，立刻拍摄，不要犹豫，

因为一不留神光影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遇到上午阴雨，也不

要泄气，下午说不准就会晴空万里了。

2. 宏伟、壮观的草原如果没有对比物就很难凸显其壮丽，

所以如何找好对比物是关键。

3. 户外拍摄，建议在更换镜头时，最好在车内换，以免混

入沙尘。

4. 标准变焦、长焦、超广角都有用武之地，其中用的最多

的是 24-120 焦段，其次是 80-400 焦段，超广角 14-24 相对前

面两个焦段用的比较少。

5. 在当地骑马时，最好提前将全程价格、时间、路程等讲好，

不然有时会出现时长大幅超出马夫介绍的时间，被加收费用。

6. 赛里木湖区域气温较低，即使是夏季，夜晚时也会比较冷，

建议多带衣物保暖。

温馨提示：

活动详情：

活动时间 2016年 8月 5日——8月 12日 （7天）

活动地点 新疆特克斯赛里木湖、喀拉峻、琼库什台等

咨询电话 010-85657385

报名邮箱 service@ psachina.org

活动费用 PSA China 会员价格：3350 元 / 人

非 PSA China 会员价格：4350 元 / 人

（均为落地价，12 人以上成团）

截止报名 2016 年 7 月 29 日

报名方法

需要参加活动的会员或影友，

除打电话报名外，还可将报名信

息 ( 包括参加人数、住址、邮编、

电子邮箱、联系电话，费用汇款

情况、是否为 PSA 会员等 ) 发至

送 PSA China 活动邮箱（service@ 

psachina.org），同时将参加活动

的费用汇入指定账户即可。

收款人名称：于蔚

收款人账号：6226220123826199

收款人开户行：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朝阳门支行

注：费用不包含往返车票及各种自行选择的娱乐节目，如歌舞、骑马、表演性马群、羊群等，

影友自行更换住宿宾馆或调换房间费用需自己承担。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PSA China 所有。

刘灵波
特克斯县摄影家协会主席

PSA China 主题国际摄影大赛 PSA 铜

奖获得者

特克斯国际摄影大赛铜奖获得者  

随团摄影指导：

获奖作品：《转场》TRAN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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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A 国际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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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组自由主题 _(ND/

GENERAL);D)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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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人体摄影作品！）

8月14日

8月14日
截稿

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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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意组艺术人像

主 题 _(PID COLOR/BEAUTY);D) 画 意 组 风 光

主 题 _(PID COLOR/LANDSCAPE);E) 自 然 组 自

由主题 _(ND/GENERAL);F) 自然组野生动物

主题 _(ND/WILDLIFE);G) 自然组微距摄影主

题 _(ND/MICRO);H) 旅 游 组 自 由 主 题 _(PTD/

GENERAL);I) 旅游组情感和人际关系主题 _

(PTD/EMOTION&HUMAN RELATIONS);J) 旅游组街

道生活、建筑和城市景观主题 _(PTD/ STREET 

LIFE,ARCHITECTURE&CITY SCAPES);K) 新 闻 组

自由主题 _(PJD/GENERAL);L) 新闻组生态环境

保护主题 _(PJD/ ECOLOGICAL EVIDENCE)

8月14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6 年保加利亚奥黛

索斯国际摄影大赛

赛事名称：2016 年英国北部地区

国际摄影大赛

赛事名称：2016 年阿联酋艺术的

反响国际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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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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WAY_LINGBO LIU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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