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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专业、权威的

国际摄影赛事！

参赛
电话：010-8565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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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学会

只要你热爱摄影

就可以加入

入会
电话：010-85657385 

QQ:864516525

   PSA China 
为中国摄影人走向世界摄影舞台搭桥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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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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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零距离，台湾摄影创作解密
——PSAC 副主席王龍財香港摄影讲座

講座主題：台灣風情文化

主講人：PSAChina 副主席、台中市攝影學會理事 王龍財

講座時間：2017 年 4 月 8 日晚上 19：00~21：00

講座地點：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_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66 號

講座內容：一、台灣人文、民俗、生態、風光攝影的經驗分享

二、主題攝影分享

三、PSAChina 及其攝影基地對我攝影之路的助

王龍财，台湾摄影人，PSAChina 副主席、

PSA China 精英讲师、台中市攝影學會理事，在

PSA 认证的国际影展上屡次摘金夺银，曾在 2014

年 PSA 世界摄影名人录中，取得画意彩色组十杰

之首，画意黑白组第二名，彩色大型照片组第

三名。王龍财摄影作品风格以唯美、浪漫著称，

具有浓厚的沙龙、画意味道，画面制作精美且意

境深远，曾多次获得国际摄影大奖，摄影手法受

到广泛好评，在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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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照片比其它照片更吸引人…

为什么有些照片能在画廊里展出几个月甚至数年，供成千上万的人欣赏？

为什么有些摄影师总能赢得比赛评委和评论家们的称赞？

构图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早在摄影出现之前 2000 年，希腊和罗马人就已经应用了构

图法则，这在其建筑中有明显的体现。“构图”一词源于拉丁语，其本来意思为结构、组成或

联结，而在摄影中则是指画面的安排，确定画面内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便最终构成一

个统一的艺术性较高的画面整体。这也就是摄影者为了表达思想内容而创造的整个造型结构，

其中包括光与影，线条与色调等造型要素的组合。

让
照
片
更
吸
引
人

大
师
布
勒
松
的
经
典
构
图
理
论

法国著名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锻炼出了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以至

于他拍出的照片常常带有信手拈来的风格，但却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构协调的作品。有趣的是，他

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 50mm 标准镜头拍摄的，而极少用 35mm 或 90mm 等镜头拍摄。在摄影构

图方面，布勒松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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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松认为 :“摄影家的眼睛，永远都在

评估出现在他眼前的事物。他只须移动 1 毫米

的几分之一，便可以把线条吻合起来。他只须

稍微屈膝，便可以将透视改变。把照相机放置

在离主体近一些或远一些，他便可以刻画出某

一细节――这细节，既可能相得益彰，也可能

喧宾夺主。然而，对照片进行构图所需的时间，

几乎是跟按动快门的时间一样的短，因为两者

同是条件反射而已。

1952 年，他在《决定性的瞬间》―文中指出 :“一幅照片，要把题材尽量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话，

必须严格地建立起形式之问的联系。摄影隐含有辨识功能，就是把真实事物世界的节奏辨识出来。

眼晴的工作，就是在大堆现实事物中，找出特定的主体，聚焦其上。照相机的任务，只不过是把

眼睛所作的决定记录在胶卷上而己。正如对绘画作品一样，对待摄影作品，我们也是将它当作整

体来观看和感受的，而这个整体，我们只须一瞥便可把握。在摄影作品中，构图实际上就是眼睛

所见到的不同元素的同时组合和有机组织的结果。由于内容和形式是不可能分割的，因此，构图

是不可能事后补上的，不可能作为一种补贴在基本素材之上的事后设想。换句话说，构图必须具

有必然性。

　“摄影具有新的可塑性，就是主体运动时瞬间出现的线

条所形成的。我们配合着运动而进行拍摄，仿佛运动本身就

是按照着自己的预定方式展露着的生命似的。但是，在运动

的过程中，会有特别的时刻，当这一瞬间出现时，动态进行

中的各项因素都处于平衡状态。摄影的任务，就是要抓住这

一瞬间，将其中的平衡状态把稳，并凝结动态的进行。”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

布列松的“等”
等待机会来临与事件发生，等待着闯入。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事件的最佳状态都会被布列松和柯特兹碰到或看出来。同样的事情对这

个人有意义，对于别人可能视而不见， 没有感觉。有趣的是，对他们两人而言，同一件事往往会

有相同的刺激效果，同一种景象对他们有相同的启示作用。

布列松的“等”是他捕捉意象、实现意念的最佳利器，“等”是一种预期，是一种希望事情

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样貌展现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也正“等”你来加以诠释，也正“等”

你按下快门。

 布勒松认为 :“有时，你得拖延一会儿，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出现。有时，你会感到眼前的景

物万事俱备，几乎可以拍成好照片了，只是还缺一点什么。缺的究竟是什么呢 ? 也许，有人突然

走进你的视线范围。你透过取景器，追踪他的行动。你耐心等待着，最后终于按下了快门。你抱

着大功告成的感觉 ( 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 )，满意地离去了。以后，为了落实这种感觉，你可以把

影像印成照片，细心分析照片中的几何图形。如果快门是在决定性的瞬间按下的话，你会观察到，

原来你已本能地将某一几何模式捕捉下来了。要是没有了这几何模式，照片就会令人感到乏味，

缺乏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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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关系
任何拍过照的人都知道，将明亮的主

体放在阴暗的背景上，或是将阴暗的主

体放在明亮的背中，让你想要从照片里

凸显的重点从背景跳出来，将想要凸显

的 " 主题 " 表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只

是将某个物件在照片中摆的又大又前面，

或光圈全开用所谓的散景，如果我们将

布列松的作品处理成模糊状态，还是可

以清楚看到他想在照片中表达的主体，

或主题。拍摄时要清楚知道什么是主，

什么是从，这样欣赏照片的人才知道往

哪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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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China 国际摄影大赛绶带作品欣赏

绶带

画意组彩色不限主题

RPS 绶带奖 _YANGZHEN_YANGZHEN_YUNHUI DONG_ 董云辉 _China

希卡网绶带奖 _UNDER THE PERSIMMON TREE _XIAOLIN FAN_ 范小林 _China

PSA 绶带奖 _THE PATH OF SPIRITUAL PRACTICE_GUANGHUI GUO_ 郭光辉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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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希卡网绶带奖 _JOURNEY_JOURNEY_BAOJUN SUN_ 孙宝军 _China

希卡网绶带奖 _HERD HORSES_HERD HORSES_HAICHAO ZHANG_ 张海超 _China

希卡网绶带奖 _HOLD UP THE HOPE OF TOMORROW_YINCHUN DENG_ 邓银春 _China

希卡网绶带奖 _LIFE_LIFE_YANPING QIU_ 邱岩萍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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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RPS 绶带奖 _SAVE_SAVE_CHI YUE SONG_ 宋持月 _China

RPS 绶带奖 _TO TAME_TO TAME_HIU WAN YEUNG_Hong Kong

RPS 绶带奖 _THE GALAXY_THE GALAXY_NING  TAI YU_ 余宁台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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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RPS 绶带奖 _NEE JA WAT_NEE JA WAT_DANIEL LYBAERT__Netherlands

希卡网绶带奖 _THE COLOR OF THE NIGHT_NING  TAI YU_ 余宁台 _China

RPS 绶带奖 _FAITHFUL_FAITHFUL_YUNHUI DONG_ 董云辉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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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PSA 绶带奖 _SUMMON SPIRITS_ALEXANDRINO LEI AIROSA_ 艾羅沙 _China

GPU 绶带奖 _BEAUTY IN   THE  CROWD_FENDY P.C. YEOH__Indonesia

PSA China 绶带奖 _GO TO THE MARKET_GO TO THE MARKET_WEIHUA HUANG_ 黄卫华 _China

PSA 绶带奖 _RISING BUDD_RISING BUDD_HAIYAN WU_ 吴海燕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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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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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 绶带奖 _BELIEVERS_BELIEVERS_HAIYAN WU_ 吴海燕 _China

PSA China 绶带奖 _HOME_HOME_MEI JIN_ 金梅 _China

PSA 绶带奖 _STRONG HEAD WIND_GUNTHER RIEHLE__Germany

PSA China 绶带奖 _FIRE BURNING_BAOLI GONG_ 龚保利 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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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和讯绶带奖 _PICTURESQUE FISHING GROUND_XIAOHONG ZHANG_ 张晓红 _China

PSA China 绶带奖 _IN THE MOUNTAINS OF THE MORNING_FAJIAN LUO_ 罗发剑 _China

和讯绶带奖 _LOVE_YEQING HU_ 胡业清 _China

GPU 绶带奖 _BONGELINE BLACK BEAUTY NO2_JAN-THOMAS STAKE__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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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GPU 绶带奖 _LITTLE MONK DO HIS HOMEWORK_ 邵红 _China

PSA 绶带奖 _EMPEROR LANDSCAPE 3_GUNTHER RIEHLE__Germany

和
讯
绶
带
奖_GAZE_GAZE_BAOYI HUANG_

黄
保
义_China

GPU 绶 带 奖 _FRIENDS WILL BE FRIENDS_JOAO 

TABORDA__Portugal



35 PSA China   月刊  影艺无界 

国际摄影大赛佳作欣赏

34 影艺无界  PSA China   月刊

PSAChina
国际摄影
大赛佳作欣赏

公平 公正

GPU 绶带奖 _THE SAIL SONG_GUOXIONG LIANG_ 梁国雄 _China

PSA China 绶带奖 _VANGUARD_VANGUARD_YUN HUANG_ 黄云 _China

GPU 绶带奖 _THE OLD MAN TO DRINK COFFEE_XUNYI HE_ 贺勋毅 _China

PSA China 绶带奖 _FLYING IN COLOR_JOAO TABORDA__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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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海洋！

　海洋一直诱惑着人类，无论是探秘的科学家，还是被湛蓝海水吸引的摄

影师，又或是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潜水爱好者。近年来，随着摄

影技术的发展，水下拍摄不再是专业摄影师的专利，然而

虽然相机已经具备水下功能，要拍出高质量的作品却并

非易事。小编最近体会了一把水下摄影，虽然乐趣

无穷，但结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与陆地不同，

海里是完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眼前的波光粼粼

令人着迷，而看不见的暗流汹涌成为了最大的阻

碍，考虑到拍摄场所的特殊性，丰富的经验与超

强的水性成了拍摄中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当你

被液体所包围，耳膜感受着来自海水的压力，无

法自由呼吸空气的压抑感以及无法控制自己行动

的无力将会成为一到无形的墙壁阻碍在你的面前。

然而即便如此，湛蓝色的大海，神秘的水下生物依

旧吸引着摄影师去探寻。　　自由摄影师 Enric Adrian 
Gener 就是其中之一，他热爱海洋，充满冒险精神，对

他来说，没有同类，没有动物，没有任何其他介质，置身于毫

无参照物的深海中令他感到兴奋，他将这种激情转化为摄影的动力，他镜头

下的大海散发着死亡的恐惧，却又神秘叵测令人着迷。（作者：Enric Adrian 
Gener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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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龍財（台湾）

L o n g c a i   Wa n g

中国新锐摄影师之一

PSA China 副主席

PSA China 精英讲师团讲师

PSA Who's Who 国际摄影十杰

台北市摄影学会博学会士

台湾摄影学会博学会士

中华艺术摄影学会高级会士

香港摄影艺术协会高级会士

美国纽约艺青摄影学会高级会士
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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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出生。上世纪 80年代涉足摄影并进入兴化报从事摄影工作，90年代弃影，

2005进入泰州日报重走摄影之路。2015年获第三届中华艺术金马奖。近200幅（次）

作品分别在国内外摄影展中获奖和入选。

王龍財摄影经历

王龙财，中国台湾资深摄影师。2014 年 PSA 世界摄影名人录中，取得画意彩色

组十杰之首，画意黑白组第二名，彩色大型照片组第三名。王龙财摄影作品风格以

唯美、浪漫著称，具有浓厚的沙龙、画意味道，画面制作精美且意境深远，曾多次

获得国际摄影大奖，摄影手法受到广泛好评。

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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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王龍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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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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意单色组不限主题 _(PID 

MONO/OPEN); B) 画意彩色组不限主题 _(PID 

COLOR/OPEN); C) 自 然 组 不 限 主 题 _(ND/

OPEN); D)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OPEN); E) 

新闻纪实组不限主题 _(PJD/OPEN)

04月23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7 年印度第 2届“光

影”国际摄影巡回赛

参赛组别 :A) 画意彩色组不限主题 _(PID 

COLOR/OPEN); B) 画 意 单 色 组 不 限 主 题 _

(PID MONO/OPEN); C)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

OPEN); D) 自然组不限主题 _(ND/OPEN); E) 

画意彩色组“男人和 / 或女人”主题 _(PID 

COLOR/Man and/ or Woman); F) 画意彩色组儿

童主题 _(PID COLOR/CHILDREN)

04月23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7 年摩尔多瓦国际

摄影大赛

参赛组别 :A) 自然组不限主题 _(ND/OPEN); B)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OPEN); C) 画意彩色组

不限主题 _(PID COLOR/OPEN); D) 画意单色组

不限主题 _(PID MONO/OPEN)

04月23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7 年塞尔维亚第 2

届 DPW 四国国际摄影巡回赛

参赛组别 :A) 画意单色组不限主题 _(PID 

MONO/OPEN); B) 画意彩色组不限主题 _(PID 

COLOR/OPEN); C) 自然组不限主题 _(ND/OPEN); 

D) 旅游组自由主题 _(PTD/OPEN); E) 新闻纪实

组不限主题 _(PJD/OPEN)

04月23日
截稿

赛事名称：2017年印度“透过镜头”

国际摄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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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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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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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