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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伊朗海亚姆国际摄影展 

 

There was a Door, to which I found no Key, 

There was a Veil past which I might not see: 

Some little Talk awhile of ME and THEE 

There seemed-and then no more of THEE and ME. 

 

 (A translation of Khayyam poem by Edward FitzGerald) 

 

 

 

奥马尔·海亚姆是一个博学的天才，集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于一身，并在力学、地理、矿物学、音乐、

气候学和神学等领域广著博论。为了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主办方将此次展览命名为海亚姆国际影展。 

海亚姆国际影展经国际影艺联盟（2018/595）认证，所有本次展览的入选作品将计入 FIAP 荣衔级别. 

组别： 
A、黑白开放组 

B、彩色开放组（仅彩色） 

C、城市组（黑白/彩色均可） 

D、创意组（黑白/彩色均可） 

E、旅游组（黑白/彩色均可） 

F、手机组（黑白/彩色均可） 

每组最多只能提交四幅作品 

参赛要求和提交网站：www.khayyam.Photo 

 

作品要求： 
JPG 格式, 最长边不超过 1400 像素，大小不超过 1MB。 
因为我们将打印入选的作品，尺寸 50 厘米*70 厘米，或者打印得更大用于展览，因此被入选的作品，我们会要求参赛

者发高画质的大图（长边至少 4000 像素）给我们用于打印。 

 

画册： 
高质量的五星级画册 

 

重要日期：  
截止日期：2018 年 11 月 18 日 

评选日期：2018 年 12 月 2-9 日 

公布结果：2018 年 12 月 23 日 

展览日期：2019 年 2 月 17 日-24 日 

奖项目录寄出时间：2019 年 2 月 17 日 

http://www.khayyam..photo/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FitzGerald_(poet)
http://www.khayyamexhibi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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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沙龙主席： 

Ali Samei, MFIAP, EFIAP/b, ESFIAP 

Olga Parkaeva, KB 40, Dom 53, Prospect Chui 

Bishkek, Kyrgyzstan 

Email: Photokhayyam@gmail.com 

 

参赛费 
个人参赛，且作品在 2018 年 10 月 20 日之前提交： 

1-3 组：31 美元/30 欧元 

4-6 组：36 美元/33 欧元 

个人参赛，且作品在 2018 年 10 月 20 日以后提交： 

1-3 组：35 美元/33 欧元 

4-6 组：40 美元/37 欧元 

 

团体参赛优惠如下： 

5-9 人：优惠 5% 

10-20 人：优惠 10% 

21-40 人：优惠 15% 

40 人以上：优惠 20% 

每位参赛者必须支付参赛费用。 

可以通过 paypal 支付。 

如果费用只能通过邮寄的话，参赛费只能是现金（美金）。 

关于寄送参赛费的地址，请联系展览主席。请在寄送时附上参赛者的姓名 

如未收到参赛费用，则视为放弃参加本次比赛，且作品不将参加评审环节。 

 

中国协调者为尚图坊影像艺术工作室艺术，中国摄影师在参赛过程有关于该赛事的任何疑问都可以咨询中国协调者，

以下为中国协调者信息： 

尚图坊影像艺术工作室 

咨询电话：0576-88808528、13857691366 

QQ 客服：2881347546、2881347547 

邮   箱：shangtuf@163.com 

 

奖项 
总奖金 1600 美元，130 个奖项。 

最佳作者奖：FIAP 蓝带勋章、海亚姆金牌。最佳作者奖将授予支付了参赛费并在 6 个组别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作者。 

最佳中东摄影师奖：海亚姆金牌 

最佳俱乐部奖：海亚姆金牌 

最佳创意奖（所有组别）： 

最佳天文学奖：在 A 组、B 组、C 组、D 组、E 组选出获奖作品，1 枚海亚姆金牌奖授予最佳天文学作品。 

主席推荐奖：1 金+100 美金、1 银、1 铜 FPC 奖牌（2 奖牌奖予开放主题，其中一个奖项作为亚洲猎豹奖，奖予最佳狮

子、老虎或猎豹等作品，如果拍摄的时候这些动物正在咆哮是最佳状态） 

每组的奖项： 

1-FIAP 金奖+250 美金 

1-银奖，1-铜奖（海亚姆奖章） 

1-金奖，1-银奖，1-沙龙铜奖 

http://www.khayyam..photo/
mailto:Photokhayyam@gmail.com
mailto:shangtu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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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 FIAP 勋带奖 

12 份荣誉证书 

 

评委： 
Gunther RIEHLE, GMPSA, APSA  

Ebrahim BAHRAMI, EFIAP 

Mohammad Reza CHAIFOROOSH 

Asghar SAMETI, EFIAP 

Davoud AMERI, EFIAP 

Seyyed Ehsan Mortazavi, AFIAP 

Ehsan NIKFARJAM, EFIAP  

 

公开展示： 
入选的代表作品将以 1400X1050 的像素在高清屏幕上展映，也会制作成大小 50X70 CM 或者更大的图片展出。巡回赛将

将在多国进行展出。 

 

参赛规则 

参赛 

a) 本赛事面向全世界摄影师、业余爱好者及职业摄影师。 

b) 一共六组，每组最多投 4 幅作品。除了被大纲规定的组别定义及该国法律规定的，题材不作限制。 

参赛者不可以将相同的或者相类似的作品投放在不同的组别。 

C）曾在以前的海亚姆摄影展览入选或主办方认为太相似的作品将不被接收。 

d) 所有参赛作品的原始图像均由摄影获得，参赛者拥有唯一版权。每位参赛者拥有图片中每个元素的版权。不允许剪

贴或拷贝其它作品，PSA, FIAP 和 Focus Photo 俱乐部不对任何滥用或剽窃他人作品负责。 

e) 上传：参赛图片必须通过本网站上传；参赛者必须使用英文字母或者拉丁字母进行参赛。 

注：与其它一些文化相似，伊朗文化拒绝一些主题的作品，比如裸体，妇女的乳房、手臂及腿。这些裸体或穿着不恰

当的妇女照片将不被接受。 

f) 所以文件均要求数码文件，文件格式要求为 JPEG，RGB 彩色通道，图像数据最长边不超过 1400 像素，大小不超过

1MB。如果上传大于 1MB 的文件，将会收到错误提示，图片将被拒绝。因为我们将打印入选的作品，尺寸 50 厘米*70

厘米，或者打印得更大用于展览，因此被入选的作品，我们会要求参赛者发高画质的大图（长边至少 4000 像素）给我

们用于打印。投影的背景是黑色的，请不要填满，任何边框都不要大于 2 像素。 

g) 文件命名：提交作品的时候，不需要重命名。但是，如果你愿意你的作品标题出现在目录上，请在参赛表上填上作

品标题。 

h) 图片标题：每幅作品必须有一个独立的标题。一旦作品在被 PSA 认证的展览里入选，同样的作品，如果有两个不同

的标题，例如“In camera”和“reproduction”： 

I．不能再参加进入任何经 PSA 认证的星标排名的组别，无论是多媒体、格式或者标题。 

II．不能在参加任何其他的经 PSA 认证的展览赛事。 

标题例如“Untitle”（无题）、及“No Title”（没有标题），将不会被接收，也不会认为是一个标题；相机拍摄时的文件

名也不能作为标题 

i) 评选：每位参赛者每一组的四张作品将分作四轮进入评选，参赛者的 4 幅作品将在一个组别里经过 4 轮评选。同一

作者的作品将打乱顺序与其他作者的作品一起进行评审。评选将使用 LG 高清电视或者 Judgment® Software（聚焦团队

软件集团，尤其是评选数码展览）  

j) 姓名：关于参赛者的信息例如作品标题或者国籍不能被评委看到，也不能在图片中出现。 

 

道德调查 

FIAP 将对参赛者所提交的作品进行审查，是否符合 FIAP 参赛条例及定义，即便参赛者不是 FIAP 会员。 

http://www.khayyam..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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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P 将以任何方式进行审查。 

任何拒绝与 FIAP 合作，拒绝向 FIAP 提交相机拍摄原片，或者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都将被 FIAP 制裁。 

对于制裁不符合 FIAP 规则的参赛者，FIAP 会将其姓名以任何形式发布并宣布其违背了 FIAP 规则。 

重要提示：关于数码参赛作品，FIAP 建议所有的参赛者保存数码作品的没有经过任何裁剪、修改的原片。如果作品不

符合 FIAP 的规章条例，参赛者可能被 FIAP 制裁。每位参赛者的作品如果有不遵守 FIAP 规则的嫌疑，FIAP 有权要求参

赛者提供所参赛图片的原片。如果拒绝提供，将收到 FIAP 的制裁。如果发现参赛者剽窃他人作品，将终身禁止参加 FIAP

的活动。 

 

争议 

在任何情况下，关于参赛条件、费用支付或与图像有关的事宜（如收据、接受、分数或奖励），主办方和评审决定接受

您的申请（或不 ）将是最终的。 违规行为和被视为违反“参赛条件”的行为可能会向各个认证机构报告，并可能导

致您的申请被拒绝，从而无法将您的图像纳入本次展览和其他展览。 

 

申明 

展览对任何人开放。 但是，保荐机构或其代理人在合理判断下认为参赛作品不符合展览规则和条件时，可能会被拒绝。 

请特别注意： - 另外，像其他文化一样，我们国家也有一些不能接受的问题。 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不

允许裸体或裸露的胸部，手臂和腿部的图像。 因为这样的裸体和衣着不足的女性的形象将不被接受。 裸体摄影和裸

体女性（包括乳房，手臂和腿部）的照片以及动物交配都不包括在本次比赛中; 因此，主办单位认为属于这些类别的参

赛作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成绩通知 

结果通知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参赛者应该确保他们提供一个正常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并且请将邮箱设置为可以接

受来自 Result@khayyam.photo 的电子邮件。成绩通知将不通过邮件寄送。此外，您可以使用用户名登录网站，并将结

果发送到您的个人电子邮件使用“结果”键。 

 

目录画册 

所有支付了参赛费的参赛者将免费获赠一份高品质的的 FIAP 五星级画册。海外参赛者的画册将通过平邮寄出。 

 

作品使用 

通过提交本沙龙的参赛作品，参赛者允许主办方免费复制全部或部分提交作品，以便在目录、网站和/或与此沙龙相关

的其他媒体上发布。 

 

定义： 

所有参赛作品均应符合本定义中更严格的规定，以供所有认可或赞助的国际组织认可。 

a) 沙龙定义： 

在开放组中，参赛者可上传任意主题的作品：肖像，人类，自然，野生生物，景观、建筑、静物照片，数码影像等。 

另外，因为海亚姆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特在所有组别中增加一个“天文学”主题。 

黑白作品不能投入彩色开放组中。所有入选该组的作品可以参加 PSA 星标统计。 

天文学的定义：夜空下的任何与天文学相关的景观如星星，月亮等。 

“我的城市”定义：向我们展示您所在的城市，城市的人们及文化，城市生活及城市风光。通过城市照片(城市景观),

我们的意思是显示城市物理方面城市或城区风光照片。 

电话组可以是通过手机或者相机拍摄的，但是主题必须跟手机或电话相关。“电话”可以是手机/手机或固定电话。 在

这一组，我们寻求富有创意的以电话作为通讯主题的作品。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电话的各个方面，例如电话在日

常生活中的作用、工作、娱乐以及电话带给我们生活的服务和设施等。 

 

b) FIAP 定义 

黑白组： 

黑白照片是指包含单纯的黑色到单纯的白色各种深浅的灰色的单色照片。如果整个照片只包含一个色彩，也属于单色

照片类别。另一方面，如果黑白照片中加入了任意另一种颜色均认定为彩色照片，归入彩色组。 

 

http://www.khayyam..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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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照片： 

传统照片应以最小的调整以保持原始照片的内容，不应改变现实的场景，并应保持自然。除截剪外，任何添加、重置、

更换或删除部份原始图片的内容是不允许的。 

 

 

递交参赛作品即表示接受这些参赛条例 

 

 

 

http://www.khayyam..pho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