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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0日，歌德堡

2016年，哈苏庆祝其成立75周年。领先的中画幅相机制造商一直都支持出色的影像体验，热爱摄影、精益求精的技术和创
意，这些都与品牌的承诺同步，“为激励而创造”。【哈苏大师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专业摄影比赛之一，给备受赞誉的专
业人士，和有志的新人一个机会，跻身于高端摄影的行列。今年备受鼓励的参赛者超过一万人，10位被选出的得奖者是由资
深的评委和公众的在线投票选出来。

【哈苏大师奖2016】得奖者名单如下：

姓名 国籍 参赛类别

Swee Oh 美国 建筑

Roy Rossovich 瑞典 时装

Katerina Belkina 德国 艺术

Lars Van De Goor 荷兰 风景

Natalia Evelyn Bencicova 斯洛伐 克 肖像

Georgio Cravero 意大利 产品

Jake Reeder 澳大利亚 新锐

Ali Rajabi 伊朗 街道/城市

John Paul Evans 英国 婚礼

David Peskens 荷兰 野生动物

评选的标准涵盖追求的目标、想象力和摄影技巧。然后，每位得奖者和新加冕的“哈苏大师”，都会给予一个拍摄任务，以【
激励】为主题拍摄一系列照片结集成书。除了既定的类别，如建筑、时尚和人像以外，街头/城市摄影亦首次被列入比赛项
目。

哈苏首席执行官佩里•奥斯汀 ( Perry Oosting) 说：「在哈苏我们非常自豪能够给成熟和新锐摄影师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
的作品。今年，我们不仅被势不可挡的参赛者数目所震慑，他们的参赛作品素质亦同样地高超。第5本哈苏大师画册，真正
捉紧到我们所挑选出来的大师天赋和创造力，是全球蓬勃发展摄影行业的里程碑。」

得奖作品将会世球性巡回展出，并会于2016年9月在德国科隆举办的世界影像博览会（Phokina）中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
哈苏亦会首次为所有得奖者颁奖一台哈苏中画幅相机。 

哈苏大师画册 — 第5册 — 【激励】  
将于2016年9月由teNeues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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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27.5 x 34 cm
• 以每英寸240线印刷
• 精装硬皮包装
• 包含120张彩色和黑白照片
• 文字包含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日文
• 殴洲推出日期：2016年9月
• 海外推出日期：2016年10月
• 价格：79.90欧元；95美元；65英镑
• ISBN编号：987-3-8327-3424-9

teNeues出版社亦同时推出 — 哈苏大师画册，第1至4册：

哈苏大师画册 — 第5册 —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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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苏

哈苏成立于1941年，是一家优秀的中片幅相机和镜头制造商。所有哈苏相机均在瑞典手工打造，其标志性的人体工学设计、无
与伦比的画质以及瑞典质量的做工和出色的性能，令其名扬四海。75年来，哈苏相机捕捉下了一些全球最具标志性的画面，包
括人类首次登月，其展现的真实的摄影艺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看世界的新窗口。哈苏深受NASA和全球众多摄影师的青睐，
将继续再接再厉，打造出画质无可比拟的产品，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哈苏H系统相机配备一系列专业镜头并经过独家改良，已被公认为是当今市面上非常全面的数码相机系统。最近，哈苏率先推
出了整合式的中片幅相机系统，采用最新的CMOS传感器技术。于2016年哈苏推出的H6D相机，其使用的技术包括全新的电子
线路平台，提供极致的手工艺和图像素质。在同年的较后时间，哈苏将会推出全球首台无反光镜数码中画幅相机 — X1D。

哈苏总部位于瑞典歌德堡，也是相机的手工制作地。哈苏是一家全球品牌，在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哥本哈根和汉堡均设有
办事处，分销商遍布全球各地。
 

   

更多信息，请访问哈苏网站： www.hasselblad.com 
关注哈苏 微信：hasselbladchina
关注哈苏 微博：www.weibo.com/hasselbladchina
关注哈苏  Instagram: www.instagram.com/hasselblad_official  
关注哈苏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asselblad
关注哈苏 Twitter: www.twitter.com/hasselblad
关注哈苏 LinkedIn: www.linkedin.com/company/hasselblad
关注哈苏 YouTube: www.youtube.com/hasselblad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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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闻稿及相关的图片可于哈苏的媒体中心下载：www.hasselblad.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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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 Oh 
美国，建筑

John Paul Evans 
英国，婚礼

Katerina Belkina 
德国，艺术

Georgio Cravero 
意大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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