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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学会 PSA 金牌奖 
 

王惠敏      上海 《魔都金龙》 

 

   

美国摄影学会 PSA 银牌奖 
 

吉久利 河北 《我的草原我的家》 

李峰 北京 《望乡》 

蒋鸿钧 天津 《大海的脊梁》 

徐金芳 山东 《祖孙乐》 

杨跃新 广东 《胜利在望》 

华家顺 上海 《魔都之夜》 

葛世伟 上海 《爱心团队》 

李预端 上海 《乌云下》 

马援东 甘肃 《仪态万千》 

王桂英 上海 《在上海的日子里》 

 

   

美国摄影学会 PSA 铜牌奖 
 

陈祖亮 上海 《期盼》 

颜英华 上海 《爱》 

刘祥荣 上海 《舞狮经典-点睛》 

张钢 浙江 《埃塞俄比亚女垓》 

许文君 上海 《新学期》 

彭莎莉 上海 《不忘初心好会长》 

孟尔成 上海 《快乐》 

戴元永 上海 《幢憬》 

蔡保清 上海 《佛缘》 

賴富美 台湾 《翻砂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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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摄影学会 PSA 优秀奖 
 

吴瑛 上海 《羊群》 

金望如 上海 《荷韵》 

陈功 北京 《网球大师》 

牛国平 河南 《警花出更》 

沈剑锋 安徽 《万马奔腾》 

何林 上海 《戏水》 

李忠 辽宁 《盛世欢歌》 

周仲青 上海 《丝路牧歌》 

顾炳龙 江苏 《蓝天白云与滩涂的对话》 

姚朋明 上海 《上海欢迎您》 

蔡志锋 上海 《三步一回头》 

宋明昌 北京 《外滩晨练》 

邓登纳足 四川 《祈福》 

丁朝治 上海 《希望的烛光》 

陆军 江苏 《雪夜求知》 

冯锦莱 上海 《马蹄声碎从头越》 

沈智远 上海 《嬉戏》 

杨华记 海南 《虔诚》 

黄伟国 上海 《雾罩申城》 

张跃 上海 《以色列萨法德小镇》 

卓福民 上海 《炊烟浓情》 

侯雅宏 上海 《司南鱼尾》 

唐华铭 上海 《黄山日出》 

管晓燕 上海 《红莓花开的地方》 

周浩民 上海 《其乐融融》 

沈国雄 上海 《转山的藏民》 

张菁 上海 《欢乐一家》 

廖建辉 江西 《皮影戏》 

蔡淑華 台湾 《製鼓神人》 

蒋聚荣 海口 《跃》 

陈建贞 福建 《渔家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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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效定 上海 《海红》 

巢卫林 上海 《渔民》 

韩云根 上海 《白鹇嬉戏》 

周国玺 台湾 《合作无间》 

许玫 上海 《纺线女》 

周赤 上海 《以色列的明珠—海法港》 

黃小華 香港 《母與子》 
 

 

国际影艺联盟 FIAP 金牌奖 
周晓平 上海 《浦江晨曦》 

林牧茵 上海 《又见》 

张中伟 上海 《仿佛未来的现实》 

马坚 上海 《魔都梦境》 

黄国华 海南 《俄罗斯谢尔盖耶夫》 

张润斌 上海 《科隆大教堂》 

林浩然 台湾 《炭工》 

王洺 上海 《天欲明劳一生》 

陈汉洲 泰国 《BackHome》 

黄一鸣 海南 《姐妹》 

朱良瀛 上海 《撒哈拉沙浪》 

吕文明 上海 《温暖的手  安全的手》 

郎晓光 河北 《激流》 

朱运宽 云南 《缅甸曼德勒“泼水节”》 

陈启宇 上海 《F1国际赛》 

余慧文 上海   

陈根信 浙江 《沉月》 

颜秀婷 台湾 《祈祷之星》 

吴奇创 上海 《香港明天会更好》 

马镜波 上海 《世界爱墙》 

周鑫泉 台湾 《银杏树下的聚叙》 

林本明 广东 《等待》 

金立冬 天津 《上海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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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林 江苏 《东风日产慈善助学 12年，中天老总慰问患病学生》 

章兆丰 上海 《溪墨诗画》 

金琳 上海 《流光溢彩》 

张登山 上海 《微观世界》 

黃松輝 香港 《意境》 

姜长庚 澳大利亚 《飞驰》 

冯凯文 北京 《幸福时刻》 
 

 

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 

终身成就奖 
 

张钢 浙江 

许文君 上海 

吴瑛 上海 

彭莎莉 上海 

孟尔成 北京 

賴富美 河南 

金望如 上海 

戴元永 上海 

陈功 北京 

蔡保清 上海 

牛国平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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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 

金像奖 
 

陈兴灿 山东 《象》 

Kua Sian Kooi 马来西亚 《Boat Maker》 

赵剑波 云南 《沙船来了》 

chen CHU 澳大利亚 《into the sky》 

沈剑锋 安徽 《万马奔腾》 

李永智 澳大利亚 《家庭》 

何林 上海 《戏水》 

顾慧宁 上海 《人马共舞》 

黄松发 泰国 《美丽夕阳》 

Pairoj 

Huay-udomsin 
泰国 《童年》 

常景兴 北京 《谁也离不开谁》 

李忠 辽宁 《盛世欢歌》 

朱汉举 江苏 《舞者梦语》 

方文杰 浙江 《残留之躯》 

周仲青 上海 《丝路牧歌》 

林三祺 上海 《印尼传统斗鸡》 

Pisit Senanunsakul   《生态之美》 

顾炳龙 江苏 《蓝天白云与滩涂的对话》 

方维卫 上海 《晚归》 

姚朋明 上海 《上海欢迎您》 

蔡志锋 上海 《三步一回头》 

宋明昌 北京 《外滩晨练》 

石小莹 美国 《The Color Run》 

邓登纳足 四川 《祈福》 

高俊雯 上海 《上海腾飞》 

黃色雄 台湾 《手艺》 

丁朝治 上海 《希望的烛光》 

杨璐 荷兰 《Bohemian Rhapsody》 

方伟林 上海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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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晶 上海 《劳作》 

陆军 江苏 《雪夜求知》 

冯锦莱 上海 《马蹄声碎从头越》 

沈智远 上海 《嬉戏》 

梁准 上海 《苗女》 

张辛 广东 《夕照》 

杨华记 海南 《虔诚》 

徐宪成 上海 《休憩》 

黄伟国 上海 《雾罩申城》 

曾茵茵 美国 《Shy in Color》 

张跃 上海 《以色列萨法德小镇》 

李漢民 印尼 《騎竹馬踏火》 

方学辉 海南 《通向未来》 

卓福民 上海 《炊烟浓情》 

侯雅宏 上海 《司南鱼尾》 

曹惠明 上海 《夏》 

陈立松 广东 《刁羊胜利者》 

唐华铭 上海 《黄山日出》 

管晓燕 上海 《红莓花开的地方》 

周浩民 上海 《其乐融融》 

沈国雄 上海 《转山的藏民》 

吳家信 新加坡 《泰國的潑水節》 

馬海濱 香港 《火龍賀中秋》 

梁炎佳 澳门 《萬烏朝皇》 

张菁 上海 《欢乐一家》 

胡振正 江西 《奔腾》 

廖建辉 江西 《皮影戏》 

万贻平 江西 《篾匠竹舞》 

施美鈴 台湾 《归》 

罗军 新疆 《生命大转场》 

谭燊燕 广东 《跳跃》 

顾爱萍 上海 《奔腾》 

赵东义  河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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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育青   《普照》 

陈冬 上海 《盾构先锋》 

郑文桂 福建 《梳妆打扮》 

李福宇 上海 《喜接圣水》 

蔡淑華 台湾 《製鼓神人》 

曹晓光 北京 《岁月》 

昌小平 湖南 《暮色乌本桥》 

陈心明 浙江 《技艺》 

高海秋 安徽 《嬉闹》 

耿玛丽 江苏 《盛会》 

郭梅 陕西 《母亲怀抱》 

蒋聚荣 海口 《跃》 

许德胜 福建 《信仰之光》 

刘胜冬 宁夏 《聚集》 

张天明 河南 《雪中》 

赵瑞敏 陕西 《乡村传承》 

王士波 山东 《驼腾犬随》 

张如翠 四川 《欢乐童年》 

陈建贞 福建 《渔家网事》 

冯成发 福建 《山乡秋色》 

张光明 江苏 《自由飞翔》 

赵效定 上海 《海红》 

巢卫林 上海 《渔民》 

韩云根 上海 《白鹇嬉戏》 

张癸 上海 《黑河夜色》 

谢德财 台湾 《捕鱼》 

顾勤 上海 《齐头并进》 

王春生 上海 《飞向海上之路》 

赵秀凤 上海 《乡村小学》 

徐添福 台湾 《都会心象》 

袁孝正 四川 《对鱼弹琴》 

周国玺 台湾 《合作无间》 

梅志建 台湾 《火红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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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玫 上海 《纺线女》 

周赤 上海 《以色列的明珠—海法港》 

黃小華 香港 《母與子》 

孙金伟 上海 《刀郎勇士》 

刘苏 上海 《丝路梵音-金戈铁马踏梦来》 
 

 

2018 上海国际“郎静山摄影艺术奖”慈善摄影大赛 

金牌奖 
 

吕泉 上海 《水边的阿狄丽娜》 

Danny Yen Sin Wong 马来西亚 《Flying Fishing Nets》 

焦生福 青海 《抖下》 

戎佳昊 上海 《苦行僧》 

Samarn Shatragran 泰国 《活力》 

吴长海 内蒙古 《美食》 

何勇庆 河北 《春风》 

林文强 福建 《魅》 

戴明生 内蒙古 《舞动草原》  

汤珺琳 福建 《极光森林》 

劉萬方 台湾 《祈福》 

李光辉 上海 《相濡以沫》 

俞松茂 江苏 《能干的惠安女》 

张友余                  江苏 《民族魂》 

後藤耀輝 日本 《宝塔富士》 

張國龍 台湾 《smile》 

肖龙根 上海 《倾诉》 

曾绍熙 广东 《平壤晨曲》 

万跃申 上海 《赶海》 

王颐进 上海 《网事如歌》 

孙承波 上海 《别了，蒸汽机车》 

夏敏茜 上海 《《为你点赞》 

强继周 宁夏 《山乡晨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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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永胜 上海 《上海旋律》 

王军 江苏 《童心未泯》 

汪红卫 湖南 《新米节》 

歐明達 台湾 《晒鱼干》 

胥昆德 上海 《我为祖国站岗》 

万二碧 美国 《人水共舞》 

李跃 江苏 《夕阳下的纳米比亚》 

陳培勋 台湾 《神来一脚》 

周修同 马来西亚 《Bubbling》 

寇林波 广西 《耙螺工》 

刘广慧 上海 《瑞典皇家乐队》 

梁绍凤 马来西亚 《开心一刻》 

徐整 上海 《童年》 

徐伟 美国 《Elderly》 

陈积芳 上海 《广场鸽》 

邹建军 上海 《剑出鞘》 

Chirawat 

Chittiwatthana 
泰国 《划船》 

谢贤彬 泰国 《大象喷水》 

邢诒格 新加坡 《水中舞》 

孙光环 江苏 《百花齐放》 

黄炼 上海 《上海，你好》 

李士宝 河北 《赛马的汉子》 

张在峰 江苏 《展佛》 

刘小利 海南 《传承人》 

代国夫 海南 《美好时光》 

张文忠 海南 《心上人出现了》 

賴秀娥 台湾 《childhood》 

Louise Xie 美国 《Ride In Water》 

赵靖 新西兰 《冲向终点》 

汤明 上海 《驼铃声声》 

关镇贤 泰国 《Sacrifice》 

扎西东洲 四川 《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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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志強 香港 《香港夜市》 

譚敬 澳门 《Candlelight Girl》 

張文耀 香港 《好妈妈》 

罗定祥 香港 《交付》 

孙思华 山东 《夜色多美好》 

火自由 上海 《收获》 

上官方 江西 《水花四溅》 

刘祥 青海 《踏着夕阳回家》 

邹庆华 江苏 《在路上》 

马金柱 河南 《藏地古树》 

吴海涛 江苏 《水乡春早》 

李国华 上海 《俯瞰国展中心之中央广场》 

蔡佳臻 台湾 《Fly a kite》 

高智辉 江西 《街头百态》 

郭津林 天津 《赏戏》 

黄思远 广东 《观望》 

李海宁 浙江 《热气腾腾》 

刘红霞 江苏 《梦里家园》 

刘燕 福建 《取火》 

盛立权 北京 《栖息》 

汪莉红 广东 《晨舞》 

余维旺 安徽 《童年游戏》 

张言华 江苏 《夏日海滩》 

崔博谦 辽宁 《月光下的织女》 

蒋志舟 湖南 《决战》 

叶远鸿 广东 《龙舟竟渡》 

马亚平 上海 《蒙古族女孩》 

左竹林 浙江 《梦幻仙境天鹅湖》 

陈兴华 福建 《手工线面》 

漆苏敏 福建 《钢铁厂一隅》 

Kerdkrang Lourakmanee 泰国 《驼背上的少女》 

郭伟清 上海 《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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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光远 上海 《传播中华文化》 

茆雍正 台湾 《火光四射》 

施丽娜 台湾 《炮炸寒单爷》 

胡卫国 上海 《路程》 

杨育仁 上海 《战网宏伟蓝图》 

王恒皞 上海 《双枪》 

戴渊如 上海 《虾趣图》 

唐怡平 上海 《双瞳剪水》 

郭跃佳 湖南 《冬牧》 

章正国 湖南 《学习》 

邱方勇 台湾 《古镇晨曦》 

袁心 上海 《头顶鸭力》 

吴永香 上海 《学校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