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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 : “丝路侨缘 锦绣风华” 
 

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及“郎静山青少年艺术奖”，以“丝路

侨缘 锦绣风华”为主题，作品反映“一带一路”各国各地风土人情、人文景观、民族节庆，以及

反映我国改革开放 40年来，在文化大都市和全球卓越城市进程中所取得成果的优秀作品。让人类

文明和摄影艺术与慈善事业相结合，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这次摄影大赛，让人类的爱

心带动社会和谐发展。影展的 100幅金像奖作品，以义卖全部收入帮助内地经济困难的学生，以

摄影艺术和爱心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青少年摄影艺术奖” 影像大赛 : “丝路侨缘 锦绣风华” 

 

首届 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青少年艺术奖”影像大赛将传承郎静山摄影教育理念，在青少

年中培养影像人才，鼓励青少年创作出优秀摄影和影视作品，继承郎静山先生对摄影艺术不断探

索、不断创新的伟大精神。 

大赛以“丝路侨缘 锦绣风华”为主题，以传承丝路精神、聚焦“一带一路”的宗旨，让影

像艺术与世界文明相结合，推动青少年影像艺术活动的发展。活动将反映各国青少年热爱和平、

热爱生活、互相关爱、和谐相处、追求美好、科学环保、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等生动的场

景，通过影像大赛，让青少年朋友用爱心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倡导“丝路侨缘 锦绣风华”。 
 

 

主办单位  ：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  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上海市华侨摄影协会   

台湾中华侨联总会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黄浦海外联谊会   

中国（香港）华侨摄影学会   

 

 

一、征稿主题： 
“丝路侨缘 锦绣风华” 

作品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各国各地风土人情、人文景观、民族节庆，以及反映我国改革开

放 40 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和全球卓越城市进程中所取得成果的优秀作品。 

征稿日期： 2018 年 7 月 2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以收件为准） 

 

 

二、征稿日期： 
2018 年 7月 21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日（以收件为准） 

 

 

三、参赛办法： 
1. 可通过摄影社团推荐，也可自荐，海外作者均可参加，年龄不限； 

2. 参赛作者和历届获得“郎静山摄影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作者均可参评美国摄影学会

（PSA）、国际影艺联盟(FIAP)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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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品要求及投稿方法： 

A：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投稿 
a. 凡符合征稿主题要求的摄影作品均可选送参评；  

b. 每张作品需要注明拍摄地点、作品名称、通讯方式 ； 

尺寸要求不得低于 2400x1350 像素 JPG 文件不得低于 3MB , 数量不超过 4幅的摄影作品 

c. 参评作品须本人实名（身份证上的姓名）； 

d. 摄影展评选结果要报送美国摄影学会、国际影艺联盟，所以作品名称要求用中、英文标 

注，凡历届入选本摄影大赛的作品不得再次参加。所有入选作品，组委会有权用于摄影展 

及画册印刷。 

e. 摄影展评选结果要报送美国摄影学会、国际影艺联盟，所以作品名称要求用中、英文标

注，凡历届入选本摄影大赛的作品不得再次参加。所有入选作品，组委会有权用于摄影展

及画册印刷。 

 

B：上海国际“郎静山青少年艺术奖”影像大赛投稿 

（7-25岁在校大、中、小学生免费投稿） 

参赛电子版作品文件命名为： 

“组别  国家/地区  作者所在学校全称  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联系手机” 

a.视频投稿： 

每件参赛影视作品作者不超过三人（不包括演员），作品时长不超过 10分钟，递交作品为

MPEG2或者MPEG4格式，视频尺寸≥1280*720，鼓励更高清晰度的拍摄及制作 

b.摄影投稿 

请将尺寸不低于 2400x1350像素、JPG文件不低于 3MB、数量不超过 4幅的摄影作品 

 

 

五、奖项设置： 
A. 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奖项设置： 

1. 设立 100 个“郎静山摄影艺术奖”金像奖和 100 个“郎静山摄影艺术奖”金牌奖。 

2. 在 100 个“郎静山摄影艺术奖”金像奖及历届获得“郎静山摄影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作

者中再评选出 1 个美国摄影学会 PSA 金奖、10 个美国摄影学会 PSA 银奖、10 个美国摄影学

会 PSA 铜奖、38 个美国摄影学会 PSA 优秀奖以及 30 个国际影艺联盟 FIAP 金牌奖、60 个国

际影艺联盟 FIAP 优异奖。  

 

B. 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青少年艺术奖”影像大赛奖项设置： 

1. 小学组  金奖 2名  银奖 5名  铜奖 10名  优秀奖 20名 

2. 中学组  金奖 2名  银奖 5名  铜奖 10名  优秀奖 20名 

3. 大学组  金奖 2名  银奖 5名  铜奖 10名  优秀奖 20名 

美国摄影学会 PSA银牌奖 2个 

美国摄影学会 PSA铜牌奖 2个 

美国摄影学奖 PSA优秀奖 10个 

 

 

六、参赛费： 
  a. 每位参评作者，收取参赛费 100 元人民币 (120 元港币)。 

b. 组委会向参赛者赠送 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优秀作品集一本

（以汇款单或参评费收据发放） 

c. 参评作品全部退稿，连同精美画册（快递邮费作者自理） 

 

 



七、日程安排： 
评选时间 ：2018 年 11月中旬评选，邀请国内外著名摄影家组成评选委员会，著名摄影家简 

庆福大师担任评委会主任。 

影展时间 ：2018 年 12月中旬在上海举办 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 

赛金像奖作品展览。 

颁奖大会 ：2018 年 12月中旬，在中国上海举行隆重颁奖大会，向 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 

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金像奖获奖者 100 名、金牌奖 100、73个美国摄影 

学会（PSA）、90个国际影艺联盟（FIAP）奖项颁奖等。 

 

 

八、附则： 
1．凡参评作者，均被视为已阅该简章并同意将自己的获奖作品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内地困 

难学生。 

2. 参赛者必须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并获得参赛作品中所包含人物的肖像权使用许可和其他必 

要的许可。同时必须保证参赛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商标权等合法权益，否则由参赛者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3．2018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评选委员会拥有本次活动的解释权。 

 

 

九、提交参赛作品 (统一收件) ： 
1. 相檔名称必需更改成 : 作者姓名 + 提名。 

2. 电邮至黄小华会长邮箱 : ericawa525@yahoo.com.hk 

3. 电邮中需清楚列明以下所有 :- 

    - 作者姓名； 

    - 各相提名； 

    - 联络电话； 

    - 电邮地址； 

    - 联络地址  及 

    - 回乡证号码。 

4. 参赛费 100 元人民币 (120 元港币) ， 

a) 付港币 : 请存入 “中国（香港）华侨摄影学会”  之中国银行帐号， 

OVERSEAS CHINESE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帐号 : 012-721-1-016364-6，入数纸请 Whatsapp 至 92252688 作实。 

    b) 付人民币 : 请在微讯中支付， 黄小华会长 WeChat ID : H15252688。 

5. 咨询电话 : 92252688 , 黄小华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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