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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支 持 单 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深圳市人民政府
指 导 单 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
技术指导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
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教影视协会
主 办 单 位：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
中央新影集团
华风气象传媒集团
深圳市气象台
承 办 单 位：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
执 行 单 位：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协 办 单 位：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
深圳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中国教育电视台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
中国（澳门）综合发展研究中心
世青创新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美国环保协会
深圳市新媒体文化传播协会
深圳市版权协会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深圳潮汕商会
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保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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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总览
时

间

活动内容

地 点

9 月 21 日

影片终审

航都文化会议室

9 月 22 日

影片终审

航都文化会议室

9 月 23 日上午

开幕式 & 主论坛

深圳圣廷苑酒店

9 月 23 日下午

高端对话

深圳圣廷苑酒店

9 月 23 日晚上

影视作品评优晚会

深圳圣廷苑酒店

应对气候变化主题科普讲座

福田会堂

9 月 24 日

宋英杰新书《二十四节气》签售会
9 月 22 日
至 24 日

气候影视作品公益展映

深圳市边防六支队二大队营区
工业展览馆三楼多功能厅
福田区文化馆 . 音乐主题馆
（二楼音乐剧场）

以上展映影片同步在第二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展映，累计播放 319 场
展映地点：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盐田区、坪山新区等 50 多个社区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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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日程安排
9月23日大会议程（大会开幕式、论坛）
9月23日 09:00-21:30

深圳圣廷苑酒店 三楼 锦绣厅
一、开幕致辞

主持人：宋英杰

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CCTV《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

09:00-09:05

播放2017年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宣传片

09:05-09:15

主持人开场

09:15-09:17

深圳市领导宣布开幕 李小甘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09:17-09:20

嘉宾合影

09:20-09:25

深圳市领导致辞 蒋宇扬 深圳市人大副主任

09:25-09:30

嘉宾视频致辞
刘振民 联合国副秘书长

介绍出席嘉宾

09:35-09:50

嘉宾致贺信
张宏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电影局局长
沙祖康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09:50-09:55

张凡 中宣部副局长

09:55-10:00

杨兴国 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

10:00-10:15
10:15-10:20

刘建中 中国科教影视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原局长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二、嘉宾主旨演讲
宫 鹏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系主任
“气候变化与健康-2030倒计时”
范 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如何以文化产业助推绿色经济崛起”

09:30-09:35

10:20-10:35
10:35-10:50
10:50-11:05

肖武男 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
“推动气候传播发展，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三、气候传播行动宣言

11:05-11:15

陈素平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

11:15-11:20

播放深圳“绿色低碳”主题纪录片《绿·道》
四、高端对话

14:00-15:30

15:30-15:45

15:45-17:15

主 持 人：刘晓婷 航都文化总经理
高端对话一：如何用影视讲好绿色故事
参与嘉宾：傅雪柳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总编
蒋 涛 中国教育电视台频道总监
井水清 五洲传播中心副主任
谢九如 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
重森贝伦 日本科教纪录片导演
市野（藤原）久子 日本科技动画纪录片制作人
阿尔朵夫斯基 俄罗斯纪录片导演
茶歇
高端对话二：如何传播中国绿色声音

参与嘉宾：闫世东 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副主任
齐佳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张 健 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15:45-17:15
王彬彬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发起人
汪燕辉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
郭劲锋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
谢沛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五、影视作品评优晚会：第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评优晚会
主持人开场
深圳市领导致辞
国际评审团成员亮相
评委会工作视频回顾
国际评审团主席致辞
20:00-21:30

HCCFF短片奖

入围提名及揭晓

HCCFF长片奖

入围提名及揭晓

HCCFF青锋少年奖

入围提名及揭晓（中小学生作品评优）

HCCFF绿色青锋奖

入围提名及揭晓（大专院校学生作品评优）

HCCFF绿色传播贡献奖揭晓
主持人结束语 晚会结束

日程表

9 月 24 日大会议程（讲座）
9 月 24 日 09:00-17:30

福田会堂

上午
09:00-09:05

深圳市委领导致辞

09:05-09:50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发展转型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09:50-10:35

朱定真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研究员
“地球的健康和人类的健康”

10:35-11:20

罗 勇 清华大学全球变化研究院副主任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最新进展”

11:20-11:35

观众提问互动
下午

14:30-14:35

福田区委领导致辞

14:35-15:20

原民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
“航天技术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应对”

15:20-16:05

张志强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
“生态文明与气候变化”

16:05-16:50

宋英杰 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CCTV《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
“从家常视角看气候变化”

16:50-17:30

观众提问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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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持人
简 介
宋英杰，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CCTV《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1988
年起担任中央气象台预报员，1993 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气象节目主持人。2004 年在“我
最喜爱的气象主持人”全国性评选中获得最佳主持人“气象先生”称号。2012 年荣获
播音主持界最高奖“金话筒奖”。
科研及业务之余，担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职教授。宋

宋英杰

英杰以其专业背景、知性形象、自然诙谐的语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对节气、谚语、月令等气象相关传统文化遗产潜心钻研，希望优秀的传统文化，
依旧润泽着我们对于万千气象的体验。

开幕致辞嘉宾
简 介
解振华，现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长年从事环境保护工作，2006 年任发改委副主任后长期负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连续多年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成功促成 2015 年《巴黎协定》
的签订。荣获联合国环境保护最高奖“联合国环境署世川环境奖”、全球环境基金“全
球环境领导奖”、世界银行“绿色环境特别奖”及节能联盟“节能增效突出贡献奖”。

解振华

简 介
刘振民，2017 年 7 月 26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来自中国的刘振民先生
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刘振民副秘书长之前自 2013 年起担任中
国外交部副部长。他曾担任众多重要外交职务，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特命全权大使、常驻代表。
刘振民副秘书长从事外交工作 35 年，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长期致力于促进双边、

刘振民

地区和全球性事务的发展与合作。他深入参与气候变化谈判长达十年，其中包括《京
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谈判。他还广泛参与了保护南极和海洋等保护地球的重要
国际活动。在过去几年中，他担任过不同的职务，但一直致力于推动和推广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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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简 介
张凡， 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凡

简 介
杨兴国，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人，中共党
员，研究员，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自然地理专业。
现任甘肃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17 年 1 月起挂职任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
化司副司长。

杨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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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嘉宾

简 介
沙祖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里约 +2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秘书长，先后
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
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
表和大使，是我国一系列重大军控和裁军倡议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外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07 年 2 月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沙祖康

简 介
秦大河，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人资环委副主任，中国科学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冰冻圈服务功能形成机理与综
合区划研究》 首席科学家等。
秦大河院士长期从事冰冻圈和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取得多项创新成果。

秦大河

率先在中国西部开展雪冰现代过程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开拓了雪冰与环境科学
研究新领域；开展中国冰冻圈变化及其影响、适应研究，以及冰冻圈服务功能研究，
推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构筑了冰冻圈科学理论框架，领导创建冰冻圈科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冰冻圈科学学会、编著冰冻圈科学系列教材等，发展了冰冻圈科学。
秦大河院士参与和领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第四和
第五次评估报告，领衔中国西部和中国气候与环境、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风
险管理等评估报告，为深刻认识气候变化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主持多项中科院重大、
科技部 973 项目，主持《中国气象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从气象数据共享入手率先启
动中国科学数据共享。获国际气象组织奖、沃尔沃环境奖，以及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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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嘉宾

简 介
刘建中，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
组成员，国家一级编导，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
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董事长、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担任中国电影“华表奖”、“金鸡奖”评委，国家广电总
局艺术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教影视协会首席专家。

刘建中

简 介
宫鹏，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系主任，1997 年迄今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环境
科学、政策和管理系终身教授。加州大学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主任、资源环境
监测评价中心主任。曾担任南京大学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创办所长，遥感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创室主任，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研究兴趣包括全球环境变化与公众健康、技术与社会等。

宫鹏

简 介
肖武男，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联合国宗教理解与合作组织（NGO）
国际主席，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鉴真佛学院荣誉院长。目前还兼
任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以色列海法大学董事局执行董事，美国克莱蒙大学
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荣誉大使，韩国东国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
中心名誉主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等。

肖武男

简 介
范周，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兼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雄安新区发展研究
院院长，教授，博导。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研究基地主任，《文化部“一带一路”文
化发展规划（2016—2020）》编制课题组组长，《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2017—2030）》起草组组长。

范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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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起单位代表
简 介
陈素平，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新媒体文化传播协会会长，深圳
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星际影业董事。曾参与出品电视剧《下海》、
《奢香夫人》、电影《大闹天宫》、《幸福迷途》、动画片《疯狂小糖、》、纪录片《绿·道》
等多部影视作品，长期致力于运用公益 + 商业的模式开展科技传播和绿色传播工作，
2014 年将中国科协的科教影视年会及龙奖引入深圳；2015 年发起中国 ( 深圳 ) 国际
气候影视大会；2016 主导参与中国 ( 深圳 ) 科技影视周前期筹备；2015 及 2016 连

陈素平

续两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相关活动。

高端对话嘉宾

高端对话主持人
简 介
刘晓婷，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副理事长，投资人，制片人。毕业于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商学院，企业文化与商誉管理硕士学位，2011 年参与创办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成功参与投资、运营多个影视及演出项目，包括电视剧《下海》、《奢
香夫人》、《咱家那些事》，动画片《疯狂小糖》，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等，
成功引入“影视版权运营”概念，并举办中华艺赏之高山流水古琴音乐会。

刘晓婷

2014 年携团队将第八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作人年会（中国龙奖）引入深
圳，2015 年参与发起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主导创办中国首个以“应对气候变化”
为主题的公益影视活动 --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并制作纪录片《绿·道》、
宣传片《醒来》、动画片《一滴水的旅行》等多部关于气候、环保、生态主题的影视作品，
2015 及 2016 连续两年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中国角系列边会做主旨演讲。
2015 年底，提出创办“深圳（国际）科技影视节”项目，项目被写入《深圳文化创新
发展 2020（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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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傅雪柳，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理论专业，硕士学位，一
级文学编辑，“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电影
制片人协会理事，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技协常务理事。现任中
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CCTV-7 农业节目）总编辑（正局级）。
傅雪柳同志多年从事“三农”影视创作实践及新闻出版研究管理工作，是一位对“三

傅雪柳

农”问题及电影电视创作有实践、有研究的专家型传媒人才，在影视创作管理领域等
方面有出色成就。

简 介
蒋涛 , 现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四套兼早期教育频道总监，中国科教影视协会常务理事。
多年从事电视媒体行业工作，曾长期担任纪录片、电视晚会、大型电视真人秀导演，
及影视片艺术指导，其制作的节目多次在重要奖项中获奖。他曾担任中国教育电视台
三套总监助理、执行总监、四套执行总监、总监。

蒋涛

简 介
井水清，现任五洲传播中心副主任 ( 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电视制作人，制作的节目多次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井水清先生是五洲传播中心国际
联合制作业务的主要开创者，他建立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国际联合制作团队，打造了一
批国际化、高品质的中国题材电视纪录片，与全世界 15 个国家的 40 多家国际电视机
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井水清

简 介
石曙卫，中国气象局华风气象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国家气象中心
数控室工程师、国家气象中心数控室业务系统科科长、国家气象中心数控室主任助理
兼业务系统科科长、国家气象中心数控室副主任、国家气象中心人事教育处处长。中
国气象局人事教育司副司长、人事司副司长，兼任中国气象局人才交流中心主任，中
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

石曙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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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谢九如，国家一级导演，现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北京科影音像出版社社长。
执导了 200 多部（本）集影视节目，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征服病毒病》荣获中国
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和伊朗国际电影节金奖。2004 年起被聘为中国电影华表
奖优秀科教片初评组评委，2004 年起被聘为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制品专家审读委员会委
员。2006 年被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版发行先进个人称号，

谢九如

2008 年被评为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先进个人，2010 年被授予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
军人才称号，2014 年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

简 介
重森贝伦，中日文学文化研究学会、饮食文化研究会顾问，一般社团法人中日文
化研究所专务理事。1938 年京都市出生，1960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文学科，
中国文学专业。同年进入岩波电影制作公司。1965 年 担任导演，指导多部纪录片拍摄。
代表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
（获教育电影节最优秀奖）、
《中国的饮食文化 5 集》、
《世界饮食与健康系列 20 集》。

重森贝伦

简 介
市野久子 , 日本知名 CG 动画制作公司 Brain23 有限公司董事长，长达 50 多年
CG 领域制作经验。公司内容包括企业宣传视频、视频 VP 等的 CG 部分制作。其中
包括麒麟啤酒等多家企业的环保宣传片制作。曾任朝日电视台内成立 Cine Brain 有限
公司董事长。朝日电视所有电视节目的开头和结尾的赞助商素材制作，以及企业 VP
的制作包括动画、手绘画、节目名称等。

市野久子

简 介
米哈伊尔·阿尔朵夫斯基 Mikhail Ordovsky，俄罗斯著名导演，编剧，1941 年
6 月 8 日出生于前苏联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电工技术学会（1964 年），VGIK（莫
斯科电影学院）（1973 年，导师 L.Kuleshov）。自 1972 年以来任 列宁格勒电影厂
工作室主任。其代表作《随机乘客》深受观众和业界的好评 , 并获得基辅电影节最佳电
影殊荣。
米哈伊尔·阿朵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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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闫世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历任国务院三峡办培
训中心副主任（副司局级，2016 年 3-12 月主持工作），国务院三峡办综合司人事（外
事）处处长、副处长，国务院三峡建设委移民局副处长，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分党
委副书记等职务。在推广环境保护事业队伍里不遗余力 , 成为行业楷模和榜样。

闫世东

简 介
齐佳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兼职教授 , 博士生导师。 “可信分布式计算与服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网络
内容可信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2009 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连续三次入选了 Elsevier 决策科学领域高被引的中国学者。
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 项目、国

齐佳音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几十项。齐佳音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担任美国管理学
学会 (AOM) 组织沟通与信息系统（OCIS）分会 2018 上海会议主席。

简 介
张健，北京科技声像工作者协会理事长，北京神舟航天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 512 所长助理；国家一级摄影师，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
副理事长。

张健

简 介
王彬彬，中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气候传播方向博士，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联合
发起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执行主任，乐施会气候变化项目经理。参与跟进联合
国气候谈判进程，联合创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持第一、二次全国公众气候认
知度调研，工作被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调研数据被联合国引用。她是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全球媒体气候故事、培训计划的评委和导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先生发

王彬彬

起的全球气候领袖培训营首位来自中国的女性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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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汪燕辉，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在传播及非营利组织管理领域有超过十五
年的工作经验，是英国志奋领学者。她服务过多家知名媒体、国际 NGO 组织、基金会、
研究机构及企业，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信息和合作发展顾问。业余时间，担任
两家草根 NGO 组织的理事及若干公益项目的志愿者。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拥有
英国斯特灵大学攻读媒体管理硕士学位。

汪燕辉

简 介
郭劲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早年曾任北京电视台（有线电视台）
工程师，现致力于将现代教育技术的科学体系与传统电影导演教学进行有机融合，提
高专业影视教育与当代传播环境的结合度，满足电影产业、传媒产业的新需求。

郭劲锋

简 介
谢沛鸿，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曾经在外交部亚洲司和台湾事务办公室
任职 12 年，任驻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外交随员和三等秘书，任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领
事负责华侨和对台事务。毕业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英文系、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公法和
私法培训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后加入北京多家外资投资银行工作达
7 年。退休后，加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工作。主要研究哲学与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的关系。

谢沛鸿

谢沛鸿先生热心公益活动，现任香格里拉可持续社区学会副会长。致力于水资源
保护和管理的公众参与和宣传推广活动。谢先生从 2012 年开始参与香格里拉学会的
长江水学校项目已经在全国的长江、珠江、海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组建了 102 所水学校，
学生和公众教育内容涉及气候变化、森林和社区农地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小
流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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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贺嘉宾
简 介
杜祥琬，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
主任、第三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曾任国家 863 计划激
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推动我国新型高能激光

杜祥琬

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1 年后任 863 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
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 年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2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
项，部委级一、二等奖十多项。2000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曾作为中国代表团高
级顾问先后参加了哥本哈根至巴黎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国际交流，宣讲了中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务实行动和艰苦努力。

简 介
郑保卫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
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专家；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
会发展论坛理事长。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0 年初，发起创办国内首家气候变化传播研究机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

郑保卫

多年来先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坎昆、德班、多哈、华沙、利马、巴黎、马
拉喀什举办气候传播边会，就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的战略及策略问题搭建平台，展开
研讨，在国际舞台上表达中国学者和民间社会的立场观点，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
的认同和肯定。主编中国第一部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构建了气候
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2013 年与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共同主办世界上首届规模最大的
“气候传播国际会议”，把气候传播研究推向国际前沿，产生重要学术影响。近年来
积极传播和推广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理念，倡导建构“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
五位一体的气候变化行动框架，为减缓、适应和应对气候变化起到了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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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高峰，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
行院长，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原董事长兼总裁，2001 年高峰先生创建
CCTV-10，由于他对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及 CCTV-10 科教频道的创立具有突出
的贡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儒勒·凡尔纳” 奖。他是一位中华优秀文化忠诚的
捍卫者和践行者。

高峰

简 介
陈宏，中国资深电视节目制作人、导演，现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纪录片国际传播力专家，四川大学研究员，重庆大学客座教授，五个一
工程奖获得者，加拿大班夫节、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国内外纪录
片评委。

陈宏

简 介
王向华（Dr. Dixon Wong Heung Wah），香港大学全球创意产业课程主任，英
国牛津大学博士，香港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主席及环球创意产
业学会主席。研究方向主要是公司的全球扩张、流行文化的全球化及于创意产业框架
下解读流行文化产物等方面。

王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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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讲座嘉宾

简 介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 研究员，中国能源研
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九届扎耶德未来能源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国
家能源咨询委员、国家高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能
源局能源互联网专家委员会委员，政府低碳发展顾问，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等。

李俊峰

简 介
朱定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研究员、中国气象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现任中国气象局气象影视中心总工，中国气象学会气象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气象传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负责关于气象、地球环境、气候变化领域的纪录片策划、编审。
中国首部全景视野大型人文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总策划之一。

朱定真

简 介
罗勇，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主任、教授。兼任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气候与冰
冻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 / 国际冰冻圈科学协会
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筹）副理事长，《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副主编。曾担任中国气象学会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秘书长全
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助手。

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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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原民辉，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北京神舟航
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科技信息研究和管理、计算机信息系
统和多媒体技术开发等工作。参与并主持几十项国家重大空间科技情报研究课题，主
笔工程院和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航天产业的咨询报告；是国家多个航天重大项
目论证专家组的专家；参与《大辞海》、
《中国军事大百科 航天技术卷》的编撰工作，
《世
界航天器与运载火箭集锦》副主编；《卫星应用》杂志主编；《国际太空》杂志社社长，

原民辉

《中国空间科学技术》编委会副主任，主持多项 ISO 国际标准、多项国家军用标准和
国家标准的编制。曾获“优秀国防科技信息工作者奖”；获得国防科技进步奖、部级
科技进步奖、全军科技进步奖近项；创作 3D《太空侠》参加 67 届威尼斯电影节展映；
主持创 作的纪录片《永远的东方红》获中国科教影视协会的龙奖。

简 介
张志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承担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应对气
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和“十二五”循环经济规划等研究和起草工作， 负责开展《应
对气候变化“十三五”能力建设方案研究》、《中国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战略研究》，《应
对气候变化南南培训战略和方案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培训战略研究》
等研究课题。连续组织承办 “全国低碳日”活动，承担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角组

张志强

织工作。主持出版《中国气候传播战略研究》等著作。

简 介
宋英杰，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CCTV《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1988
年起担任中央气象台预报员，1993 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气象节目主持人。2004 年在“我
最喜爱的气象主持人”全国性评选中获得最佳主持人“气象先生”称号。2012 年荣获
播音主持界最高奖“金话筒奖”。
科研及业务之余，担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职教授。宋

宋英杰

英杰以其专业背景、知性形象、自然诙谐的语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他对节气、谚语、月令等气象相关传统文化遗产潜心钻研，希望优秀的传统文化，
依旧润泽着我们对于万千气象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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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作品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食为天

To Live for Food

时长：01:22:11
导演：商明
出品：北京视仁华纳印象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Length: 01:22:11
Directed by SHANG Ming
Produced by Beijing Shiren Warner Image Pictures Co., Ltd.

简 介
2013 年底中央政府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明
年六大任务之首，粮食安全成为国家的“一号战
略”。如果不做出改变，没有人知道 100 年后的
中国食品是什么样子。一些普通的民众已经意识
到了严重的问题，并且尝试做出改变。
本片将展现中国有机农业的先导者——张大
姐为此做出的努力与牺牲，以及通过她身边的小
人物的小故事：基于一个共同的主题——食物，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影片将呈现给观众一个更大
的图景，因为这些主人公在做出改变的尝试中所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不仅是个人的，也是这个国家
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Synopsis
At the end of 2013,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confirmed six major task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with
food security on the list top, meaning food security has
become the No. 1 Strategy in China. If no change was
made, food in China would be in greatest shortage in
100 years. Some people have realized how serious
the problem is and are making attempts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is movie will tell the story about Ms. ZHANG, a
pioneer in China’s organic agriculture, who has made
great efforts and sacrifices. Also by telling stories about
nobodies beside her, it focuses on food that connects
them. The movie will present a larger scenario to
the audience because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movie heroes and heroines when they
attempt to make changes are not personal. Instead,
thes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lso belong to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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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 2016

Climate Change: China's Actions 2016

时长：01:18:21
导演：赵怀艳、王琬
出品：中国气象频道

Length: 01:18:21
Directed by ZHAO Huaiyan & WANG Wan
Produced by China Weather TV

简 介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在行动 2016》介绍中
国成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
长远利益出发，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政府、
企业、民众等各层面为此采取积极行动，并努力
参与国际合作，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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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Climate Change: China’s Actions 2016 is about
China, as a major developing country, attaches great
emphasis on climate change for the sake of long-term
benefi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uman beings as a
whole. China’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hinese
people take active actions while getting involv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leviating and adapting to
the climate change.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迁与牵

Movement & Solicitude

时长：0:25:05
导演：齐磊、吴婧、梁洁梅
出品：中国气象频道

Length: 0:25:05
Directed by QI Lei, WU Jing and LIANG Jiemei
Produced by China Weather TV

简 介
这是关于两个“迁、牵”的故事，迁，候鸟迁徙、
生态变迁、人们迁居；牵，牵挂这片草原，牵念
山里孩子，牵动一家老小。在青海土生土长的闫
顺龙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捡”了一位浙江小伙周
威，俩人因青海湖而结缘，也因青海湖改变了原
本各自的生活。俩人在青海湖创办了“圣湖驿站”，
一心想用自己的力量守护青海湖的蓝天绿草，为
改变这片大地的生态做着努力。然而在这过程中，
他们要面对的太多，资金的压力、家人的不理解
等等，都让俩人举步维艰……

Synopsis

The story is about movement and heart. Movement
refers to bird migration, ecological change and people
relocation; solicitude means missing the grassland,
caring for the kids in mountains and concerned about
family members. YAN Shunlong, who was born and
grows up in Qinghai, happens to know a young man
from Zhejiang called ZHOU Wei. They get acquainted
and change their respective life track because of
the Qinghai Lake. They establish on Qinghai Lake
the Sacred Lake Guesthouse, hoping to protect the
ecology on the Lake while working hard to change
the local ecology.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they have
to take many things, e.g., fund shortage and failure
of family understanding, etc, which make their way
forward full of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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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诞生在中国
时长：01:19:10
导演：陆川
出品：迪士尼影业
SMG 尚世影业
北京环球艺动影业有限公司

Born in China
Length: 01:19:10
Directed by LU Chuan
Produced by Walt Disney Studios, SMG Pictures and Beijing
Universal Yidong Pictures Co., Ltd.

简 介
《我们诞生在中国》是迪士尼自然（Disney
Nature）品牌下首部以国家地域拍摄的自然题材
电影，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独树一帜的丰富自然地
貌和特有的神奇物种。影片讲述了三个珍稀动物
的家庭趣事： 栖于四川竹林的中国至宝大熊猫丫
丫、美美母女的卖萌日常和相聚别离的笑和泪；
隐居于雪域高原的神秘生灵雪豹达娃一家，如何
在逆境求生的艰辛；攀缘于神农架密林的逗趣顽
童金丝猴淘淘，因为家中“二胎”的出现被忽视
而加入流浪团体后浪子回头的立志故事。此外，
被奉若神灵的可可西里草原上的藏羚羊和动物圈
旅行家的丹顶鹤也纷纷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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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Born in China is the first nature-themed movie of Disney
Nature that is filmed in a certain country. It reveals to
the world China’s unique and rich topography and
marvelous species in it. The movie tells family stories of
three rare animals: the daily life and story of Ya Ya and
her mother Mei Mei, the two pandas as the national
mammal of China living in bamboo forest in Sichuan;
the family of snow leopard Da Wa as the mysterious
animal living in seclusion on snow plateau and their
struggle to survive in adversity; and the funny snubnosed monkey Tao Tao living in the dense forest in
Shennongjia, which returns to his folks after leaving it
for some time because of feeling neglected after the
second monkey baby is born. This movie also shows
the most-cherished Tibetan antelopes on Hoh Xil
grassland and red-crowned cranes known as “travelers
in animal community”.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祈福的忧虑

Worries about Blessings

时长：0:50:14
导演：华泽
出品：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Length: 0:50:14
Directed by HUA Ze
Produced by NYANPO YUZ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and SHAN 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简 介
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牧民来说，传统生活
方式里产生的垃圾是可以随便乱扔的，因为那时
的“垃圾”是很容易被分解成自然万物所需的肥料。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逼近，现代商品的高速流通，
真正的垃圾开始在青藏高原蔓延，这是各种无法
分解的垃圾，是各种牲畜吃掉会导致死亡的垃圾。
《祈福的忧虑》，将把一个充满悖论的现实
呈现在我们面前，传统至高无上的祭品和现代垃
圾的矛盾让华泽和他的朋友们深感忧虑。所幸的
是，我们在影片中不只看到对于这一矛盾的思考，
更有年保玉则牧民和僧人行动的力量。

Synopsis
For herdsmen living on Qinghai-T ibet Plateau,
garbage produced by traditional lifestyles can be
littered because such garbage can be decomposed
into fertilizers needed by substances in the nature.
Nevertheless, as modernization approaches and
modern goods are circulated rapidly, the genuine
garbage start to be spread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Such garbage cannot be decomposed, which can lead
to the death of livestock if they eat it.
Worries about Blessings will present a reality full of
paradoxes. HUA Ze and his friends are concerned
abou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upreme
sacrifices and modern garbage. Fortunately, we see
in this movie not only reflections on this contradiction,
but also the action power of herdsmen and monks in
NYANPO YUZEE.

29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绿色新疆

The Green Xinjiang

时长：0:25:50
导演：郤爱飞
出品：中国气象频道

Length: 0:25:50
Directed by XI Aifei
Produced by China Weather TV

简 介
本片讲述丝绸之路，一条促使各国、各民族
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交通要到，绵延至今。如今习
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那么在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新疆作为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面临
怎样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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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This movie tells about the Silk Road, which is a
transport route still existing today, promoting culture
exchanges an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nations.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has proposed
co-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oday, when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is quite prominent, wha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re confronting Xinjiang and
how Xinjiang, as the core region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an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 Road.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气候家园

Climate & Home

时长：0:24:45
导演：龚志华
出品：绿生活（北京）文化传播公司

Length: 0:24:45
Directed by GONG Zhihua
Produced by Green Life (Beijing) Culture &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简 介
《气候家园》真实记录了气候变化对于中国
农村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努力适应气候变化。
纪录片选择了甘肃会宁、陕西汉中和陕西咸阳等
三个地方的村庄，分别记录了干旱加剧的影响、
暴雨频发的影响和新村建设中加入气候变化适应
的措施等三个方面的应对之举，以期通过真实的
小故事反映出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居民
该如何适应。

Synopsis

Climate & Home honestly records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how they work
hard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 documentary
selects three villages in Huining of Gansu, Hanzhong
and Xianyang of Shaanxi to record measures taken
to respond to impacts caused by worsening drought,
frequent rainstorms and climate change in new village
building. By recording the real stories, it intends to
reflect how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adapt to the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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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农业 ABC 之探索

ABC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时长：0:15:06
导演：扈青萍
出品：北京科影艺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ngth: 0:15:06
Directed by HU Qingping
Produced by Beijing Keying Yilin Culture & Media Co., Ltd.

简 介
温室气体效应引起全球关注，我国的生态环
境在恶化，雾霾等大气污染困扰着人民的生活。
在我国，农业源温室气体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5%--20%，如果能把这部分温室气体减下来，
将是对全国减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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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Greenhouse gas effect has aroused global atten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worsening and
people’s life is perplexed by fog and haze and other
air pollutions. In China, agriculture-source GHG takes
15%-20% of total GHG emissions. If this part of
GHG can be reduced, it will make contributions to
nationwide target of GHG reduction.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水

Water

时长：0:13:35
导演：周杰
出品：年保玉则生态环境环保协会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Length: 0:13:35
Directed by ZHOU Jie
Produced by NYANPO YUZE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sociation and SHAN SHUI Conservation Center

简 介
一部探索关于“水”的主题的作品。

Synopsis

It is a movie about water.

33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野性深圳 -- 红树林的生物钟
时长：0:25:23
导演：陈歌
出品：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

Wild Shenzhen-Biological Clock
of Mangrove Forest
Length: 0:25:23
Directed by CHEN Ge
Produced by Shenzhen Yuezhong Pictures Co., Ltd.

简 介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城市府邸，有一片与海洋
相接的红树林，日夜在潮汐中守护者深圳的海岸
线。这片红树林里生活着许多神秘的生物，他们
行踪隐秘，有着不为人知的生存方式。他们一举
一动都与红树林和这片滩涂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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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In the city of Shenzhen with quite expensive land price,
there is a territory of mangrove forest connected to
the sea, which safeguards coastline of Shenzhen in
waves and tides. Many mysterious species inhabit
the mangrove forests, which live secretly in unknown
lifestyles. Their mo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mangrove forest and
shoal.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Garbage Sorting Starts with Me

时长：0:20:38
导演：白龙飞、刘澍、朱赵伟
出品：北京国粹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Length: 0:20:38
Directed by BAI Longfei, LIU Shu and ZHU Zhaowei
Produced by Beijing Guocui Pictures & Culture & Media Co.,
Ltd.

简 介
本片采用生动活泼讲故事的方式将垃圾分类
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和垃圾分类的知识介绍给观
众，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Synopsis

The movie, by telling stories in a vivid and lively way,
introduces to audience knowledge of garbage sorting
and its role in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thus
educating them in a relax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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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时长：0:30:00
导演：吴青松
出品：北京维尔信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Length: 0:30:00
Directed by WU Qingsong
Produced by Beijing Will Xinli Culture & Communications
Co., Ltd.

简 介
我们对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的、能够对碳足迹
改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各类创新案例进行追踪核
查，以“案例纪实、背景讲解、科学分析”为表
现方法，以每期一个分主题的形式，向观众立体
式地展现：我们可以怎样在改善自己生活与工作
的同时，轻松愉快地改变我们的碳足迹，使之更
加有利于环境的保护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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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We trade and review the various innovative cases
that are occurring in all fields and that can produc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carbon footprints.
By presenting cases, explaining background and
analyzing the cases, it adopts one topic in each part
to present to the audience in the dimensional way
about we can change our carbon footprints easily and
pleasantly while improving our life and work so that
we can better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secur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美丽西江之守望

Beautiful West River - Watching

时长：25:00
导演：陈乾章
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

Length: 25:00
Directed by Chen Qianzhang
Produced by Guangdong Radio & TV, Center for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简 介
西江流域，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3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与自然休戚与共。
在这里，人们坚守信念，追寻梦想，守望家园，
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
白头叶猴是唯一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灵长类
物种，数量不及千只且仅分布在西江流域。经过
19 年的跟踪研究，在当地政府和科研团队的共同
努力下，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和恢复，数
量也在增加。2014 年 5 月，当地村民发现了冠
斑犀鸟繁殖的树洞。经过 90 多天的漫长坚守，
中国的科研团队第一次全程记录了冠斑犀鸟的繁
殖过程。
西江下游的美食之都顺德，每天清晨或傍晚，
人们都可以看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

Synopsis

West River basin is one of China’s regions with greatest
biodiversity. On the 350,000km2,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Here, people adhere to their faith, seek
their dreams, watch their homes and pursue the path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te-headed langur is the sole primate species
named by China’s scientist. In less than 1,000, the
white-headed langur is only scattered along the West
River basin. After 19-year tracing and studies, thanks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research teams, the habitat of white-headed langur
has been preserved and restored and their number
is increasing. In May 2014, local villagers found tree
holes where Malabar Pied Hornbill was reproducing.
After working for more than 90 days, research team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recorded the whole process of
such bird reproduction.
In Shunde, known as the capital city of cuisine on
the downstream of West River, people can see the
splendid scene of thousands of birds flying in the sky
at dawn or 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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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绿水青山 留住金山银山

Retain Wealth by Preserving Ecology

时长：0:20:03
导演：英宁
出品：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Length: 0:20:03
Directed by YING Ning
Produced by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简 介
村民老王的儿子大鸿和老李的女儿小月是青
梅竹马的一对儿。老李看老王家条件比较差，一
直不同意他俩的亲事。老王心里不服气，决定在
村里的水塘边建一个养殖场。然而，水塘是国家
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为了保证附近村
民的饮用水安全，保护区规定严禁在水源附近建
立畜禽养殖，以及村民日常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等污染物排放。老李发现如果养殖场建
好，他家饲养的有机鱼也会遭殃，老李就趁天黑
偷偷的把老王建了一半的养殖场给推倒了。大鸿
和小月受不了老王和老李的纠纷离家出走。老李
迫于无奈，终于答应婚事，老王看老李同意孩子
们的亲事了，也不再斗气，将养殖场移出保护区，
并在老李的帮助下，建立了全套环保设施，两家
共同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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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Da Hong, the son of Villager WANG, and Xiao Yue,
the daughter of Villager LI, grew up together as lovers.
Seeing Villager WANG had poor living conditions,
Villager LI would not allow her daughter to marry Da
Hong. Irritated by his decision, Villager WANG decided
to build a livestock farm beside the pond. However, the
pond is the Grade-2 reserve for drinking water source.
To secure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for surrounding
villagers, the reserve strictly forbids establishment
of livestock or poultry farm close by and prevents
discharge of household garbage, sewage and industrial
waste water. The Villager LI found if the livestock farm
was established, organic fish of his would be impacted.
So he secretly pushed down the semi-finished farm of
Villager WANG in the night. Da Hong and Xiao Yue left
home secretly becaus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heir
fathers. In the end, Villager LI was forced to nod to
their marriage, which got Villager WANG out of anger,
who removed the livestock farm out of the reserve.
With the help of Villager LI, he built the environmentalfriendly facilities. The two families got rich together.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中国雪豹大调查之等待盐池湾
时长：0:23:20
导演：周青
出品：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简 介
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红照相
机曾连续捕捉到雪豹母亲和三只幼崽的身影。北
京林业大学的王君，擅长在雪豹出没的地方布设
相机。然而，2016 年春，当王君进入雪豹家庭
经常活动的山谷时，发现布设的红外相机屡屡遭
险，而被及时抢救的数据卡中，全然没有雪豹母
亲的身影。在这个家庭最可能出现的位置，红外
相机又被埋在了冰雪之下，数据卡生死未卜。王
君决定在河谷对面守候雪豹。从傍晚到清晨，他
终于收获了令人欣慰的消息。

China Investigation of Snow Leopards
– Waiting in Yanchi Bay
Length: 0:23:20
Directed by ZHOU Qing
Produced by CCTV-10

Synopsis
In Yanchi Bay National Natural Reserve in Gansu
Province, the infrared camera once snapshot a mother
snow leopard and three of her cubs. WANG Jun, from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is proficient in arranging
cameras in places haunted by snow leopards.
Nevertheless, in the spring of 2016, when WANG Jun
entered the valley haunted by snow leopard family, he
found the infrared cameras arranged by him were on
the brink of damage. In the timely-rescued flashcard,
there was no trace of the mother snow leopard. In the
position where the family was most likely to show up,
the infrared camera was buried in the snow pile, whose
flashcard destiny is not confirmed. WANG Jun decided
to wait for snow leopards on the opposite of the valley.
After staying there overnight, he finally received the
goo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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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治虫记

Anti-insect on Highland Barley

时长：0:21:15
导演：辜越
出品：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Length: 0:21:15
Directed by GU Yue
Produced by CCTV-7

简 介
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生态环境脆弱，占我国
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是长江、黄河等江河的发
源地这项技术针对害虫猖獗危害、农药污染加剧
的严峻形势，创造并实施了青藏高原害虫分区治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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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vast territory but fragile
ecology, accounting for one fourth territory in China.
It is the origin place of Yangtze River and Yellow River.
The technology, to resolve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rampant pests and worsening pollution caused by
pesticides, has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he model
of zoned harnessing of pests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守护长江源

Preserve Source of Yangtze River

时长：0:44:01
导演：刘波

Length: 0:44:01
Directed by LIU Bo

简 介
长江，沿途流域 4 亿多人口的生活用水与它
息息相关。还把 4536 米的沱沱河镇是长江源头
第一镇，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在这里交汇而过。
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藏族人民。当地的传统生
活方式收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日趋严重，特别是对
商品包装的处理。多年积累，垃圾成为污染环境
和水源的头等大事。垃圾围城的现象在青藏高原
随处可见。为保护我们的母亲河，2007 年，一
群来自祖国各地的志愿者在这里开展垃圾污染调
查。2012 年，志愿者们建成了长江源水生态保
护站，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项环保活动。影片历
时十年跟踪拍摄，记录当地环境变化，及当地牧
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志愿者的艰辛，呈现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明冲突下的时代缩影。

Synopsis
Household water use of more than 400 million people
living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
Tuotuohe Town, whose sea level stands at 4,536
meters, is the first town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Qinghai-Tibet Highway and QinghaiTibet Railway intersect here. The innocent and kindhearted Tibetan people live here. Traditional lifestyle in
the region is more influenced by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treatment of goods packages. After so
many years, garbage has become the major pollutant
of environment and water source.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many cities are surrounded by garbage. To
protect our mother river, in 2007, a group of volunteer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made survey about garbage
pollution. In 2012, the volunteers established station
of protecting source water ecology on Yangtze
River. Based on this, they have conducted various
environment-friendly activities. The filming took
ten years to record changes of local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 of herdsmen, as well as the hardship
experienced by volunteers, thus presen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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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地球科普动画——雾霾篇
时长：0:17:00
导演：于明亮
出品：河北茗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简 介

将地球卡通化，设立萌地球形象为主人公，
与女主角红丽生活在一起。通过日常生活中面对
空气污染的雾霾所产生的各种故事，由萌地球来
代言地球，告诉大家什么是雾霾，雾霾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冬天雾霾会更严重，为什么刮风下雪后雾
霾会消失，远离雾霾要如何注意个人卫生，雾霾
天为什么要多吃水果，绿色出行和减少雾霾有什
么关系，禁止吸烟可以减少雾霾，节能减排如何
减少雾霾，绿色生活如何减少雾霾，燃放鞭炮对
雾霾的影响，远离雾霾如何注意饮食，为什么雾
霾天气要减少户外活动，雾霾天气为什么要佩戴
口罩和如何正确佩戴口罩等等方面的知识。通过
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寓教于乐的告诉
人们如何正确面对雾霾和环境污染，如何从自身
做起，保护环境，做绿色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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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ly Earth Science Education
Animation- Fog and Haze
Length: 0:17:00
Directed by YU Mingliang
Produced by Hebei Mingman IT Co., Ltd.

Synopsis

It animated the earth by setting the image of Lovely
Earth as the hero, who lives together with the heroine
Hong Li. By telling stories about fog & haze in air
pollution, the Lovely Earth tells the audience what the
fog & haze is, how it comes into being, why it is more
serious in winter, why it would disappear in wind or
after snowfall, how to secure personal hygiene, why it
is necessary to eat more fruits in fog & haze days, what
are relations between green travel and reduction in fog
& haze, forbidding smoking can reduce fog & haze,
how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lleviate
fog & haze, how green life reduces fog & haze, impact
of firecrackers on fog & haze, why it is necessary to
reduce outdoor activities in fog & haze day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wear gauze mask in fog & haze days, and
how to wear it correctly, etc. In humorous language
and by telling interesting stories, it educates people
about how to face fog & haz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a correct way, and how to get involved in
preserving environment be become green citizens.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太空记者

Space Reporters

时长：0:26:46
导演：Helene Guetary
出品：五洲传播中心

Length: 0:26:46
Directed by Helene Guetary
Produced by CICC

简 介
一部关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纪录短片。
影片采用动画与记录影像有机结合的创新形式，
在浓缩的篇幅里寓教于乐地为我们解读人类在
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影片中，太空记者
从遥远的星系来到蓝色星球实地考察，他们发现
人类正在用只是影响着地球变化，从海洋突变到
新能源挑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地球环境问题，人
类将如何应对？

Synopsis

It is a short documentary focusing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By combining animation and
recording images in an innovative way, it educates and
explains the various challenges confronted by human
beings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movie, the space
reporters travel from the distant galaxy to the Blue
Earth for study. They find human beings are impacting
on the Earth, from sea mutation to new-energy
challenges. Confronted with more serious problems
of Earth environment, how can human beings react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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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天梯
时长：0:50:00
导演：萧寒
出品：北京自在飞翔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Himalaya, Ladder to Heaven
Length: 0:50:00
Directed by XIAO Han
Produced by Beijing Free Flying Pictures & Culture Co., Ltd.

简 介
西藏登山学校是全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
学校，目的是花四年时间把牧民的孩子培养成勇
敢坚毅的高山向导，他们将在每年仅有几天的登
顶期到来之前铺路、修保护绳、搭建从大本营到
8400 的所有营地、搬运物资和行李，从而最大
限度地保障登山客的安全，好让他们不断突破自
己，前往独自无法抵达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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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opsis

Tibet Mountain Climbing College is the first one of its
kind making continuous enrollment in the world. The
purpose is to spend four years cultivating children of
herdsmen into the alpine guides who are brave and
perseverant. They will pave the roads, repair protecting
ropes, set up all camps ranging from the base camp
to 8,400m point, move supplies and luggage before
the top-reaching period comes, which lasts a few days
in each year, thus protecting the safety of mountain
climbers to the largest extent so that they keep
transcending themselves and reaching the height they
could not have reached alone.

国内评优入围作品

美丽乡村环保行动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时长：0:26:12
导演：邹伟
出品：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Beautiful Villag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mpaign-Rural Sewage
Treatment Technologies
Length: 0:26:12
Directed by ZOU Wei
Produced by CCTV-7

简 介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随着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乡村建设日新月异。本片结合现场施工，
动画演示，介绍适合不同乡村条件的治污新技术，
对中国新农村污水处理环保行动有极大地推动性、
启示性，回应了广大农民渴望绿水青山，追求幸
福生活的愿望。

Synopsis

Green ecology is most cherished. As China’s economy
grows rapidly, rural development is also developing
fast. The movie, focusing on site construction and
using animations, introduces new sewage-treatment
technologies in different rural conditions, which greatly
pushes and enlightens the rural sewage treatment
campaigns, thus responding to the aspirations of
farmers who love green ecology and pursue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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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UPON A TIME
——BEKHTEGAN
Length: 0:29:34
Directed by Azadeh Dehghani

Synopsis
It is more than one decade that the second largest
lake in Iran has been dried and a catastrophe has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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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 - 巴赫泰甘湖
时长：0:29:34
导演：阿扎德·德哈尼

简 介
伊朗第二大湖已干涸十多年，一场灾难已然
来临。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Guardians Of the Earth
Length: 01:26:00
Directed by Filip Malinowski

地球守护者
时长：01:26:00
导演：菲利普·马林诺夫斯基

Synopsis

After 21 years of continuous failure in U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195 nations, 20.000 worldwide
negotiators meet at a private airport shielded by the
military in the north of Paris for a last attempt to save
our planet. Behind closed doors these delegates have
to agree on the first global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that shall operate for the next decades and be a
milestone in multirateral diplomacy. An agreement
that will impact each human on earth, born or unborn.
A negotiation that will decide if we as a species can
survive.

简 介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历经连续 21 年的谈判无
果之后，来自 195 个国家的 20,000 名全球谈判
代表汇聚在巴黎北部一个受军事保护的私人机场
举行会议，再次努力实施拯救地球的行动。在这
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须就首个全球气候变化协
定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定将作用于未来几十年，
并成为多边外交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影响全球每
一个人，乃至子子孙孙。该谈判将决定我们作为
一种物种是否能够存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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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of Change in Lo Mustang
Length: 01:20:00
Directed by Fidel Devkota

木斯塘的变迁之风
时长：01:20:00
导演：菲德尔·德夫科塔

Synopsis
The Himalayan region of Nepal is one of the most
fragile environments in the world,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treme uncertainty and great complexity.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further
worsening the situation of local system/societies by
further increasing their vulnerability. Through a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how some communities from Lo
Mustang region of Nepal perceive climate change, this
film explores their cultural models and their attempts at
adaptation,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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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地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环
境之一，其气候特点极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气
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加剧脆弱程度，更进一步恶化
当地社会生存局面。通过视觉呈现尼泊尔木斯塘
的一些聚居区如何感知气候的变化，本部影片探
讨了他们的文化模式及个人和集体对如何适应所
做出的努力。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Pachamama

帕查玛玛

Length: 0:51:18
Directed by Alice Rowsome

时长：0:51:18
导演：爱丽丝·罗瑟姆

Synopsis
Pachamama is a documentary which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human narratives behind climate change
by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lives of the Kallawayas, 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in the Bolivian Andes. Hav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the environment, the Kallawayas
revere the earth; which they call Pachamama, and treat
it with the same level of respect as they would treat
their loved ones. As such this community provides an
inspiring lens through which to consider our planet.

简 介
《帕查玛玛》是一部纪录片，旨在通过了
解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本土人——卡拉瓦亚人
（Kallawayas）的生活，讲述气候变化背后人类
的故事。卡拉瓦亚人对于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他
们对地球充满敬畏之心 ; 并称之为帕查玛玛（地
球母亲），并视同为心爱之人般对待。这个部落
为人们呈现了一副发人深省的画面，让人们思考
应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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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WARNING-KASHMIR
CHAPTER
Length: 0:28:37
Directed by Jalal Ud Din Baba

Synopsis
When we here the term Global-Warming, it seems like
a farfetched idea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talking of
Kashmir. This corner of the world, with its mountains,
lakes, humongous glaciers and countless bounties of
nature, seems untouche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But is it the reality? Or are we looking at things
superficially? Let’s travel in time, back and forth a few
years and see what we are calling a Global warning…

全球变暖——克什米尔篇章
时长：0:28:37
导演：贾拉尔·乌德·丁·巴巴

简 介
当我们在这提及“全球变暖”一词时，这似
乎是遥不可及的概念，特别是当你在谈论克什米
尔时。在这个世界角落，拥有着山脉、湖泊、幽
静的冰川和无数丰富的大自然馈赠，似乎并未受
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然而这是事实吗？或者
只是表面现象？让我们跟随时间，穿梭往返若干
年，去看看我们所称的全球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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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Samsara(Song for Kiribati)

轮回 ( 基里巴斯之歌 )

Length: 0:04:49
Directed by Ricky Kej

时长：0:04:49
导演：里基·克

Synopsis

Launch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at the United
Nations COP 21 summit in Paris, Samsara is a short
musical film dedicated to the Republic of Kiribati.
Kiribati is suffering the worst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They are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actions,
and will go underwater during our life time. The
population of Kiribati will become Climate Refugees.
This is a film showcasing the beauty and culture of this
doomed island nation, and a strong reminder to this
world- Climate Change is REAL, Climate Change is
affecting us NOW and our actions are affecting peopl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简 介

《轮回》本片由印度总理在巴黎举行的《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会议上
（United Nations COP 21）发起，是一部献给
基里巴斯共和国的音乐电影短片。基里巴斯正遭
受气候变化造成的最严重影响。他们正在遭受我
们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且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中被水淹没。基里巴斯人民将成为气候难民。 这
部电影，展示了这个即将消失的岛国的美景和文
化，并发人深省地警示全球——气候变化是现实
问题，气候变化正在影响我们，我们的行动正在
影响世界另一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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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now Guardian

雪地护卫

Length: 0:04:53
Directed by Kori Price

时长：0:04:53
导演：科里·普莱斯

Synopsis

For 40 years, billy barr has lived alone in small cabin
in one of the coldest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ghost town of Gothic, CO. With no goals of proving
anything, or even knowledge that the climate was
changing, billy started collecting data about snowpack
to pass the time in his isolated par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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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40 年来，比利·巴尔一直独居于一间小屋，
位于哥伦比亚的哥德式鬼城，是美国最寒冷的地
方之一。比利不想证明什么，也不了解气候变化
知识，他开始收集关于积雪场的数据，只为在这
个世界偏远之地打发时间。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This Change Everything

它在改变一切

Length: 01:29:00
Directed by Avi Lewis

时长：01:29:00
导演：艾薇·刘易斯

Synopsis
A look at seven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we can seize the crisis of climate
change to transform our failed economic system into
something radically better.

简 介
环顾全球七大洲，我们认为，如果解决了气
候变化危机，那么衰败的经济体系可扭转局势，
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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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e Melting

天堂在融化

Length: 0:32:30
Directed by Umar Majid

时长：0:32:30
导演：欧麦尔·马吉德

Synopsis

Fazal Rahim takes us on a journey high up in the
Karakorram Mountains to witness a utopia that is
threaten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Changes that
are too hard to ignore now.

简 介
法扎勒·拉希姆带领我们前往 Karakoram
山进行一次高地之旅，但结果却目睹一个深受环
境变化威胁的乌托邦。如今，气候变化之严重，
已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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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Coal…Egypt The One Van Gogh
Didn’t Depict
Length: 0:18:33
Directed by Shereen Faik

Synopsis

In 2014, Cement Manufacturers in Egypt started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approve importing coal to
be used as source of energy and now in 2016 coal
became a real threat to Egyptians lives The film tackles
the situation through real life stories and environmental
experts to reveal how Egyptians are waiting to be
suffocated to death with the dirtiest fuel.

煤…梵高未曾描绘的埃及之图
时长：0:18:33
导演：谢林·法伊克

简 介
2014 年，埃及水泥制造商开始推动政府批
准进口煤炭，以作为能源来源，然而到 2016 年，
煤炭已对埃及人民的生活构成切实威胁。这部电
影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和环境专家来阐述这一
问题，揭示埃及人民正面临因最脏燃料窒息而死
的严峻局面。

55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Where do we go?
Length: 0:17:05
Directed by Reza Majlesi

我等何处去？
时长：0:17:05
导演：雷扎·马勒西

Synopsis
Documentary film “ where we do go “is a warning
film about waste problem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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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纪录片《我等何处去？》是一部警示片，警
示大家关注垃圾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后
果。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The face of the Waters
Length: 0:10:00
Directed by Eliecer Jiménez Almeida

水面之上
时长：0:10:00
导演：埃列塞尔·希门尼斯·阿尔梅达

Synopsis
We must take care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简 介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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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a: The Unspoiled Queen

萨巴：圣女净土

Length: 0:18:04
Directed by Nick Zachar

时长：0:18:04
导演：尼克·扎卡

Synopsis
Can you imagine how far we could go if everyone
came together to protect our natural world? Saba:
The Unspoiled Queen shows that when a community
comes together to protect their home, anything can be
done.
Come along as we meet local Sabans whose kee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combined with
their passion for their home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ir natural treasures in a time where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everything they stan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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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如果大家都齐心协力保护大自然，我们可以
做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吗？《 萨巴：圣女净土》
告诉我们：当大家团结一致保护家园时，我们将
无所不能。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认识萨巴本地人！了解他
们对自然界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家园的热爱之情，
在这个气候变化威胁着一切的时代，他们一直并
将继续保护他们的自然瑰宝。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The Breaths of Wetland

湿地的气息

Length: 0:20:45
Directed by Vahid Nami

时长：0:20:45
导演：瓦希德·纳米

Synopsis

Iran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West of wetland habitat for
many birds ... It is endangered wetland and ...

简 介

伊朗位于许多鸟类的湿地栖息地的西北
部 ... 如今是濒危湿地，并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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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le Horse-Coral Apocalypse
Length: 0:08:40
Directed by Claudia Schmitt

苍白之马——珊瑚启示录
时长：0:08:40
导演：克劳蒂亚·施密特

Synopsis

Our world climate is changing. We can already feel it,
but other organisms sense it quicker than us and even
more drastically. Such are tropical, reef-building corals.
Their polyps react very sensitive to changing conditions
like water quality and in particular the surrounding
ocean temperature: the stress caused by rising
temperatures drives them to expel symbiotic algae
living in their tissues, causing them to turn completely
white. Without the nutrients the algae provide, the coral
polyps slowly starve and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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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世界气候正在不断变化。我们已有所感知，
然而其它生物却比我们更快、更明显地感受到气
候变化，比如热带造礁珊瑚。珊瑚虫对水质的变化，
特别是周围海洋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温度升高
引起的压力迫使它们排出其组织内的共生藻类，
导致它们完全变白。而没有藻类提供的营养物质，
这些珊瑚虫将慢慢饿死。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Waterbackpack PAUL
Length: 0:07:00
Directed by Miriam Steen

背着水背包的保罗
时长：0:07:00
导演：米里亚姆·斯蒂恩

Synopsis

The world is a paradise but sometimes catastrophies
break in. Tsunamis, earthquakes - fatal polluted water
after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is a huge danger for
people's life. A research from Cotonou to Kassel how
people find solutions like a professor and his students
who invent a tiny but ingenius bag to clean water
without chemicals and electricity.

简 介

世界是天堂，但有时候也会发生灾难。海啸、
地震——灾难之后，致命性污水对人们的生活构
成巨大威胁。从科托努到卡塞尔的一项研究表明，
人们可以像一位教授和他们的学生一样找到解决
方案——他们发明了一种小巧但设计独特的袋子，
无需化学品和电力，就能达到净化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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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Water

冷水

Length: 0:10:38
Prodction Company: Conservation Hawks

时长：0:10:38
出品：Conservation Hawks

Synopsis

At the end of the 2014 fishing season, five respected
fly fishermen – Craig Mathews of Blue Ribbon Flies,
Yvon Chouinard of Patagonia, Steve Hemkens of Orvis,
Tim Romano of Angling Trade and Todd Tanner of
Conservation Hawks – came together to fish for wild
trout and share their thoughts on angling and climate
change.

简 介
在 2014 年捕鱼季节结束时，五名德高望重
的飞钓达人——蓝丝带钓饵公司（Blue Ribbon
Flies） 的 克 雷 格· 马 修、 巴 塔 哥 尼 亚 公 司
（Patagonia）的伊冯·乔伊纳德，奥维斯（Orvis）
的史蒂夫·赫姆肯斯、Angling Trade 的提姆·罗
曼诺和 Conservation Hawks 的托德·唐纳聚集
在一起钓野生鳟鱼，并分享他们对钓鱼和气候变
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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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A Universal Message

全球消息

Length: 0:02:25
Directed by Sarah Davin Murphy

时长：0:02:25
导演：莎拉·大卫·墨菲

Synopsis

Animal agriculture is having a negative impact on our
environment, but there is a way to help.

简 介
畜牧业正在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然而我们
已有解决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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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belongs to earth

人类属于大地

Length: 0:03:10
Directed by Michal Baranski

时长：0:03:10
导演：迈克尔·巴兰斯基

Synopsis
This animation made in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 of
pencil drawing on paper and digital montage illustrates
th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and reasons of climate
change. The video looks similar to a conventional
commercial but the “advertisements” expose the
problems of climate change. A man is passively
watching all the disasters passing by him. The artist
proclaims: solutions exist!, and the man starts acting:
he hands a famished child some bread, picks up
garbage, etc. The final “ad” is an excerpt of Chief
Seattle's letter to the U.S. President, saying that Earth
doesn't belong to Man but Man belongs to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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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本部动画片采用纸上铅笔画和数字蒙太奇等
传统技术制作而成，阐述了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
果和原因。看似与传统商业广告无异，但这则“广
告”却揭露了气候变化问题。片中一位男子消极
地看着他周围的种种灾难。但这位艺术家宣称：
解决方案存在！这位男子便开始付诸行动：他给
饥肠辘辘的小孩送去面包、捡垃圾等等。“广告”
的结束语引自西雅图酋长写给美国总统的一封
信——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大地。

国外评优入围作品

Antarctic Waters

南极海域

Length: 0:07:09
Directed by Jimmy Muir

时长：0:07:09
导演：吉米·缪尔

Synopsis
This short film is a poetic Natural History documentary
that looks at the animals and environments of the Ross
Sea and Sub Antarctic Islands. All footage was shot
during a voyage with Heritage Expeditions in February/
March 2017. The waters of Antarctica are some of the
most pristine wilderness on earth. All life here relies
solely on the bounty of the Southern Ocean. Some
bold moves are being made to give conservation
protection to this important earth system. However as
we give protection to large remote areas of ocean it
makes us realise that our coastlines close to home also
need protection in order to sustain life on earth.

简 介
本部短片是一部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历史”
纪录片，关注罗斯海和亚太南极群岛的动物和环
境。 所有镜头均在 2017 年 2—3 月进行的一次
遗产考察期间拍摄。南极洲海域是地球上最原始
的荒野之一。这里的一切生活完全依靠南大洋的
慷慨馈赠。目前正在实施一些大刀阔斧的举措，
旨在对这一重要的地球系统进行保护。然而，在
对大片偏远海域的保护行动中，我们意识到，靠
近家园的海岸线地区同样需要我们的保护，如此，
地球上的生命才能得以延续。

65

Handle

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奖项设置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奖项设置
1、HCCFF 长片金奖 1 名
2、HCCFF 长片银奖 2 名
3、HCCFF 长片铜奖 3 名
4、HCCFF 短片金奖 1 名
5、HCCFF 短片银奖 2 名
6、HCCFF 短片铜奖 3 名
7、HCCFF 绿色青锋奖 3 名
8、HCCFF 青锋少年奖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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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审团
简 介
刘建中，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 视创
作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一级编导，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 北京科教电影制
片厂摄影、编导、副厂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国家广电总局电影
局局长，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董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担任中国电影“华
表奖”、电影“金鸡奖“评委，国家广电总局艺术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

刘建中

被中国科协聘为中国科教影视协会首席专家。

国际评委会主席

简 介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研究员，中
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九届扎耶德未来能源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国家能源咨询委员、国家高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环保部科
技委员会委员、国家能源局能源互联网专家委员会委员，政府低碳发展顾问，
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等。

李俊峰
国际评委会委员

简 介
闫世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历任国务院三
峡办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司局级，2016 年 3-12 月主持工作），国务院三峡
办综合司人事（外事）处处长、副处长，国务院三峡建设委移民局副处长，北
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分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在推广环境保护事业队伍里不遗余
力 , 成为行业楷模和榜样。

闫世东
国际评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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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评委

简 介
重森贝崙，中日文学文化研究学会、饮食文化研究会顾问，一般社团法人
中日文化研究所专务理事。1938 年京都市出生，1960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
文学部文学科，中国文学专业。同年进入岩波电影制作公司。1965 年 担任导演，
指导多部纪录片拍摄。代表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获教育电影节最
优秀奖）、《中国的饮食文化 5 集》、《世界饮食与健康系列 20 集》。

重森贝崙
国际评委会委员

简 介
米哈伊尔·阿尔朵夫斯基，导演，编剧。毕业于列宁格勒电工技术学会（1964
年），VGIK（莫斯科电影学院）（1973 年，导师 L.Kuleshov）。 自 1972
年以来 - 列宁格勒电影厂工作室主任。2009-2013 年圣彼得堡国立电影电视
大学客座教授。其代表作《随机乘客》深受观众和业界的好评 , 并获得基辅电
影节最佳电影殊荣
米哈伊尔·阿尔朵夫斯基

国际评委会委员

简 介
王樽，影评家，作家，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涉及诗歌、小说、
散文、剧本、报告文学；与国内外著名导演的对话录收进《一个人的电影》等专著；
曾在或正在《大众电影》、《收获》、《看电影》、《城市文艺》等杂志开设专栏；
参加过包括戛纳、柏林、威尼斯等数十个国际电影节；应邀担任多种国际影像
节选片人和评委。

王樽
国际评委会委员

著有《与电影一起私奔》、《厄夜之花》、《带电的肉体》、《人间烟火》、
《远方的雷声》等十种。作品曾获“世界华文优秀图书”奖、“深圳十大佳著”
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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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孙雅丽 Alexandra Sun，资深国际电影人 , 多年来曾在美国 , 澳大利亚 ,
法国及中国从事电影制作 , 国际发行 , 审批与投资电影 , 和购片 , 顾问等工作 .
并成功地制作和向外发行及推广了很多主要为亚洲和中国的优秀电影和中国导
演 , 多年来在海外屡获大奖和参展无数 .

孙雅丽
国际评委会委员

简 介
钟权，台湾新生代纪录片导演，两岸影像工作者 . 代表作品有《台北京》、
《正
面迎击》等。北京电影学院纪录研究生，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指导教授贾
樟柯导演。曾获得云门舞集流浪者计划艺术家奖学金，拍摄两岸视角的《台北京》
系列，入围多项影展，而后《我们》跨足美中台及北京奥运，荣获墨西哥电影
节金棕榈奖、瓦哈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洛杉矶电影节佳作。2013 电影创作《正

钟权

面迎击》为新北市电影节开幕片并上映发行，此品亦获得 2014 国际纪录片影

国际评委会委员

展优等奖、2014 加拿大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皇家卷轴奖等奖项殊荣。

简 介
牟卫红， 中央新影集团北京科影编导，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1999 年在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任编导，主任编辑。其多部作品获中央电视台优秀节目奖、
中国彩虹奖、对外电视节目奖、全国优秀电视节目奖。参加报道大型活动：香
港二十世纪‘世纪金曲’颁奖活动等。拍摄制作的电影、纪录片、科教片、专
题片、宣传片《与新时代同行》《杨丽萍 _ 你在哪里舞蹈》《挑战深海》《生

牟卫红

态农业在中国》《低盐饮食保健康》等几十部影片。均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

国际评委会委员

纪录片频道、电影频道、全国农村电影院线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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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及中小学生组评委

简 介
雷建军，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 博士。 研究方向： 纪录片研究
2006 年创建清影工作室，2009 年创建清影放映。主要研究成果：专著《纪
录片：影像意义系统》、主编《清影纪录中国》丛书。主要导演作品：
《一张宣纸》，
《2008 纪》。主要制片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飞
鱼秀》

雷建军

简 介
司若，博士，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导演专业负责人，硕士
生导师；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电影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产
业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CC-Smart 新传智库联合创始人。专编著包括
《影视蓝皮书——中国影视产业发展报告（2017）》，《影视风控蓝皮书——
中国影视舆情与风控报告（2016）》，《中国电影大片路——中国高概念电

司 若

影的制作与营销模式研究》等。

简 介
邢北冽，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电影剪辑师学会
会员，北京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2010 年博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曾任未来影像·亚洲国际青少年影像作品展终审评委、亚洲大学生电影展执行
委员、中国大学生电视作品大赛负责人等。多次入围和获得半岛国际纪录片节
“新地平线”单元金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 嘉峪关电影展“伎乐天”奖、

邢北冽

CCDF 全球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潜力奖”、CNEX 年度主题纪录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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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郭劲锋，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纪录片导演。现致力于
将现代教育技术的科学体系与传统电影导演教学进行有机融合，提高专业影视
教育与当代传播环境的结合度，满足电影产业、传媒产业的新需求。

郭劲锋

简 介
樊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副教授。中国影视摄影师学会会员，美国电影
电视工程师协会会员，中国高等院校影视教育学会会员，北京市科协、北京市
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遗产研究院、北京服装学院、青岛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等
多家单位的特聘专家。还是多本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特约审稿人。多年来从
事摄影及电影制作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同时还是青少年 STEAM 教育的积极倡

樊华

导者，为多所中小学策划、讲授跨学科融合教育课程。《远方的雷声》等十种。
作品曾获“世界华文优秀图书”奖、“深圳十大佳著”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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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组：
4.《我们诞生在中国》
片长：80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陆川
简介：《我们诞生在中国》
是 迪 士 尼 自 然（Disney
Nature）品牌下首部以国家
地域拍摄的自然题材电影，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独树一帜
的丰富自然地貌和特有的神
奇物种。影片讲述了三个珍
稀动物的家庭趣事。

1.《绿·道——我和我的城》
片长：50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单位：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简介：在深圳的天空下，他们是一群用各自不同的故事，演绎着自己相关气
候环保，绿色低碳修改生活的人。本片以 6 个主人翁为主角，跟随他们的现
实脚步，提示他们表象生活背后与环境、低碳的隐秘故事。
2.《喜马拉雅天梯之三》
片长：50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北京自在飞翔
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简介：西藏登山学校是全
球唯一持续招生的登山学
校，目的是把牧民的孩子
培养成勇敢坚毅的高山向
导，他们将在每年仅有几
天的登顶期到来之前铺路、
修保护绳、搭建从大本营
到 8400 的 所 有 营 地、 搬
运物资和行李，从而最大
限度地保障登山客的安全。

3.《食为天》
片长 :63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商明
简介：2013 年底中央政府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明年六大任务之首，粮食安全
成为国家的“一号战略”。如果不做出改变，没有人知道 100 年后的中国食
品是什么样子。一些普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了严重的问题，并且尝试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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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野性深圳——红树林的
生物钟》
片长：26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
深圳市越众影视有限公司
简介：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城
市府邸，有一片与海洋相接
的红树林，日夜在潮汐中守
护者深圳的海岸线。这片红
树林里生活着许多神秘的生
物，他们行踪隐秘，有着不
为人知的生存方式。他们一
举一动都与红树林和这片滩
涂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低碳农业 ABC 之探索》
片长：15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扈青萍
简介：温室气体效应引起全球关注，我国的生态环境在恶化，雾霾等大气
污染困扰着人民的生活。在我国，农业源温室气体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5%--20%，如果能把这部分温室气体减下来，将是对全国减排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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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碳足迹》
片长：30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吴青松
简介：我们对各个领域正在发生的、能够对碳足迹改变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各
类创新案例进行追踪核查，以“案例纪实、背景讲解、科学分析”为表现方法，
以每期一个分主题的形式，向观众立体式地展现。

10.《迁与牵》
片长：25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中国气象频道
简介：这是关于两个“迁、牵”的故事，迁，候鸟迁徙、生态变迁、人们迁居；
牵，牵挂这片草原，牵念山里孩子，牵动一家老小。

8.《青稞治虫记》
片长：22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
简介：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生态环境脆弱，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是长江、
黄河等江河的发源地。这项技术针对害虫猖獗危害、农药污染加剧的严峻形势，
创造并实施了青藏高原害虫分区治理模式。

11.《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片长：21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北京国粹映画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简介：本片采用生动活泼讲故事的方式将垃圾分类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和垃
圾分类的知识介绍给观众，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9.《13 年的坚守》
片长：15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中国气象频道
简介：青藏高原瓦里关，海拔 3816 米，有我国唯一一个全球级大气本底观象台，
观测的数据不仅是我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依据，而且还是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支撑数据。这里的值守人员王剑琼一干就是 13 年，通过不断
琢磨科研，他开始练就属于自己的“十八般武艺”。

12.《美丽西江之守望》
片长：25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陈乾章
简介：西江流域，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3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人与自然休戚与共。在这里，人们坚守信念，追寻梦想，守望家园，探寻人
与自然的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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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十四节气——立春》
片长：20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中国气象频道
简介：节目从人文、气候、农事、民俗、养生等多方面展现了二十四节气之
首的立春节气，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

14.《中国雪豹大调查——等待盐池湾》
片长：24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简介：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红照相机曾连续捕捉到雪豹母亲
和三只幼崽的身影。2016 年春，当王君进入雪豹家庭经常活动的山谷时，发
现布设的红外相机屡屡遭险，而被及时抢救的数据卡中，全然没有雪豹母亲
的身影。王君决定在河谷对面守候雪豹。

15.《太空记者》
片长：27 分钟（12 集）
类型：系列节目
出品机构：五洲传播中心
简介：《太空记者》是一部关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纪录短片。影片采用
动画与记录影像有机结合的创新形式，在浓缩的篇幅里寓教于乐地为我们解
读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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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滴水的旅行》
片长：5 分钟
类型：科普动画
出品单位：深圳市福田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简介：影片前半部分通过表现水精灵“蓝蓝”、“淡淡”和他们的孩子“皮皮”
从大自然诞生到进入人类家庭的过程，科普了水的三态变化及自来水厂的工
作原理。影片通过诙谐生动的动画拟人形象向观众传达“节约水资源，从你
我做起”的环保理念。

17.《萌地球环保科普动画—雾霾篇》
片长：17 分钟（17 集）
类型：科普动画
出品机构：河北省茗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简介：将地球卡通化，设立萌地球形象为主人公，与女主角红丽生活在一起。
通过日常生活中面对空气污染的雾霾所产生的各种故事，由萌地球来代言地
球，告诉大家什么是雾霾，雾霾是怎么来的等等方面的知识。

18.《保护绿水青山 留住金山银山》
片长：21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简介：村民老王的儿子大鸿和老李的女儿小月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儿。老王在
村里的水塘边建一个养殖场。老李发现如果养殖场建好，他家饲养的有机鱼
也会遭殃。大鸿和小月受不了老王和老李的纠纷离家出走。老李、老王迫于
无奈，终于答应婚事，两家合作建立了全套环保设施共同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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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院校组：

1、《空谷幽蓝》
片长：13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南京艺术学院
简介：岛上有一个叫做 scuba junkie 的潜店，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努力
地保护一个物种，他们用一千马币去换取海龟产卵地的准确消息，并与野生
动物组织合作一起负责海龟产卵孵化和放生，还向巴瑶族的孩子们宣传海洋
保护的知识。

2、《Planet Unknown》
片长：10 分钟
类型：科幻短片
出品机构：中国传媒大学
简介：21 世纪末，人类正面临全球资源枯竭。大量空间探测机器人被送往太
空寻找宜居星球…

3、《抽烟毁地球》
片长：5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出品机构：北京电影学院
简介：众所周知香烟对人体的危害，它们让肺变黑让牙变黄，让人更大概率
的遭受到癌症的侵袭。但那些散发在空中的白色烟雾呢？它们聚集在空中，
一会又散去消失不见，像是从未产生过。它们会不会产生混沌现象影响更大
的范围？

4、《莼谣》
片长：22 分钟
类型：纪录片
导演：王嘉琳
简介：讲述了江苏太湖地区最后一位莼菜塘主和工人之间采莼菜的故事。 莼
菜作为江南名菜之一，在江浙一带广受欢迎，然而，随着农村青年人口的流失，
莼菜采摘和种植后继无人，因为莼菜生长的特性，机械的发展取代不了人工，
莼菜的采摘开始后继无人，而市面上的莼菜也开始涨价，衰减，甚至断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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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组：

1、《第八日》
片长：6 分钟
类型：剧情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市美术学校
简介：一百年后的人们，因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劣，呼吸成为了最大的难题。
主角为了延长自己的呼吸时间，想了各种办法，第一次他进入虚拟空间对战，
对战输了之后，他碰到了一个科学家，科学家给的花却支撑不了多久，最后
他选择戴上了科学家留下的面具，但仍然活不长。

3、《鸟飞途》
片长：6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市美术学校
简介：郑莘芸在一次创作中发现画面中有一只鸟特别引人瞩目，她来到红树
林自然保护区，希望在这里再次捕捉鸟儿的影像。在寻找鸟的过程中，郑莘
芸发现了这里的环境与鸟儿的生活息息相关。寻觅，思考，最终找到了自己
的答案。

2、《垃圾背后》
片长：5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市美术学校
简介：本片以高中生的视角，主要叙述了垃圾分类对于垃圾处理的重要性以
及垃圾焚烧的利弊这一故事。提倡“垃圾分类，人人有责。气候问题，相关
你我”，点明主题，以此结尾。

4、《水与城》
片长：8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市美术学校
简介：通过天价高档小区与污水处理厂共存的矛盾展开我们的剧情，我们分
别对小区居民和水厂工作人员进行采访，揭开了污水厂与高档小区和谐共存
的原因，从而体现我们想表达的人与水、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深远意义，暴露
出当今人与水该如何共处的急切问题，并引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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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爱护我的家园》
片长：6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简介：这个故事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一个偶然机会，孩子们与社区清洁工
接触，了解到在他们生活中有人在默默做着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工作。孩子
们深受感动，开始主动自觉的进行垃圾分类。

7、《与湿地同行》
片长：6 分钟
类型：纪录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中学（高中部）&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简介：华侨城湿地，作为中国唯一处在现代化大都市腹地的滨海红树林湿地，
其自然学校以“一间教室，一支环保志愿教师队伍，和一套环保课程”为宗
旨号召市民们关注与保护湿地，传授大自然的智慧。

6、《灰色星期一》
片长：5 分钟
类型：剧情短片
出品机构：深圳市富源学校
简介：随着地球人口不断递增，气候变化急速加剧。2050 年，人类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开始在月球建立新世界。2170 年，月球新世界初具规模，第一批
月球移民成功入驻月球新世界。而此时地球的状况已经十分糟糕，2220 年，
作为月球新世界的第三代，齐齐跟随爸爸返回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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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展映地点
1、深圳市工业展览馆：
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 B 区
咨询电话：0755-8210 1304
2、深圳市福田文化馆·音乐主题馆：
福田区景田东路景田东一街 2 号
咨询电话：0755-2531 8321
3、深圳市边防六支队二大队营区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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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FF2017“我们·在行动”气候环保电影公益展映排期总表
序号

场 地

展映日期

时间

片

目

1

10:00-11: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绿色青锋”
大专院校征片组集锦》

2

11:00-12: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青锋少年”
深圳中小学生征片组集锦》

深圳市工业展览馆

3

2017-9-22
14:00-15:00

三楼多功能厅

《绿·道——我和我的城》

《我们诞生在中国》

4

15:00-16:00

5

16:00-17:00

《美丽西江之守望》
《野性深圳——红树林的生物钟》

6

14:00-15:00

《太空记者》
《碳足迹》

15:00-16:00

《低碳农业 ABC 之探索》、《迁与牵》
《二十四节气——立春》

10:00-11: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绿色青锋”
大专院校征片组集锦》

11:00-12: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青锋少年”
深圳中小学生征片组集锦》

2017-9-22

7
8

福田文馆·音乐
主题馆（二楼音
乐剧场）

9
2017-9-23

《绿·道——我和我的城》

10

19:00-20:00

11

20:00-21:00

12

10:00-11:00

13

11:00-12:00

14

14:00-15:00

《中国雪豹大调查——等待盐池湾》
《野性深圳——红树林的生物钟》

15:00-16:00

《萌地球环保科普动画—雾霾篇》、《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保护绿水青山 留住金山银山》

2017-9-24

15

《我们诞生在中国》

《青稞治虫记》
《13 年的坚守》
《食为天》

《喜马拉雅天梯之三》

16

16:00-17:00

17

19:00-20: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绿色青锋”
大专院校征片组集锦》

18

20:00-21:00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青锋少年”
深圳中小学生征片组集锦》

19

深圳市边防六支
队二大队营区

2017-9-24

11:00-12:00

《绿·道——我和我的城》

以上展映影片同步在第二届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展映，累计播放 319 场
展映地点：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岗区、盐田区、坪山新区等 50 多个社区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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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标新科普

深圳市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英文：Innovativ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Shenzhen, 简 称
IRISP），为配合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
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成立，是深圳首家从
事大众科技传播的非营利机构。研究院致力于运用创新的科技传播
方式，激发公众的科技兴趣，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为
科技创新做好基础工作。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是针对国内外科技传播的对
象、内容和形式开展学术研究，重点覆盖的科技领域，包括低碳环
保、航空航天、军民科技融合等。研究院不定期开展各种中小型学
术交流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的科技传播互动年会活动。活动形
式包括科技专家讲座、科教影视展映、科技产品展示、科技传播人
物评选等。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将通过创新的运营机制，为从事科技领
域和传播领域的专家搭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推进我国科普事业向
科普产业的转型。
使命和愿景 Mission and Vision
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致力于运用创新的科技传播方式，激发
公众的科技兴趣，提高公众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为科技创新做
好基础工作。
目标 Goals
为更好的开展科普工作，深圳市标新科普研究院将努力建成以
下三个平台：
1. 科技与影视的内容传播平台；
2. 科技与教育的资源转化平台；
3. 科技与金融的产业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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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Film Festival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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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都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都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航都”）是一家扎
根深圳、放眼全国、走向国际的文化产业投资运营公司。航都理解
并认可文化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最高准则是社会效益。
2011 至 2013 年，航都主要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音乐
会等领域进行投资，其中多部电视剧作品在央视实现播出，电影作
品在院线放映，积累了丰富的版权运营经验。
自 2013 年起，聚焦于科技影视领域，致力于科普文化产业的
内容运营和平台搭建，先后承办第八届中国国际科教影视展评暨制
作人年会（CICSEP），将被誉为科教影视作品“奥斯卡”奖的“中
国龙”奖引入深圳；
2015 年成功策划并承办了中国首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
题的公益影视活动 -2015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由航
都出品的反映深圳绿色低碳发展的影片《绿·道》，作为国内首部
绿色主题的系列纪录电影，在 2015 年 12 月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巴黎大会中国角实现首映，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在 2016 年 11 月 18 日，在中国代表团的推荐下，在马拉喀
什联合国新闻中心进行了 2017 中国（深圳）国际气候影视大会的
新闻发布会，正式面向国际征集环保、气候变化的影片。作为第一
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的企业，航都将
始终以“诚”为经营核心，以“善”的科普内容和“绿”的环保理
念为指引，不断地丰富文化产业样态，在追求独具特色的科普文化
产业发展道路上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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