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
关注
行动
国际海报设计大赛

为了唤起人们对于目前气候问题的关注，Segunda llamada海报设计大赛开启了第五届
国际海报赛事。主题为关注气候变化, 一起行动

气候变化 关注

行动

超过97%的科学组织认同全球气候变暖是真实的并正在发生。我们每天
都在世界范围内目睹它的毁灭性影响1。
本届国际海报设计大赛我们联合了各年龄层的设计
师、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和环境保护活动家一起
为保护我们的地球而挺身而出。
借此机会我们希望可以传播气候变暖的信息，提高大
家对此话题的认识，并引发辩论和对话，从而激励人
们关注气候变化这一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1 https://climate.nasa.gov/scientific-consensus/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激励他们行动起来！
全球设计师们，关于气候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快来加
入我们创作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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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为了让大家充分地理解这一全球问题，我们为大
家提供了简短的知识背景介绍，以及相关资料学
习的在线链接。希望大家可以充分学习，避免以
偏概全和了解不准确的信息。
据监测目前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量是从智人时代以
来的最高值2。温室气体的排放与人类社会的活动
息息相关，尤其是石油的燃放加速了全球大陆气
候和海洋气候变化升温。
大量的数据表明，陆地和海洋的冰层的体积在急
剧缩减。大量的冰川在融化，海水的酸化和珊瑚
礁的白化现象正在相继发生。原本平衡的生态系
统与农业正在受到深刻地影响。在某些地区极端
天气发生的概率正在提升，其中包括干旱、热
浪、暴雨更为常见。由此引发了具有强大破坏性
的火灾和洪水以及飓风。
巨大的环境变化由此引发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影
响。导致了一些地区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数百
万人不得不忍受饥饿和流离失所。
不幸的是尽管存在如此多压倒性的证据和科学界
的普遍共识，利益驱使之下仍然有非常多的人对
气候变化产生质疑，甚至全盘否定。并且，大量
的媒体对于此问题都是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
另有一部分民众相信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但
他们并不认为此问题是紧迫而巨大的威胁。还有
一部分人则选择观望的态度，对此表示事不关己
和冷漠。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并
参与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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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94 parts per million as of September 16, 2017
https://climate.nasa.gov/vital-signs/carbon-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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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我待，我们需要行动起来。
让我们看清事实共同努力承担起这份责任。是时
候做一些什么了。不仅仅应该停止使用石油燃
料，而是一起努力把环境变得更好。
通过学习和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环境的影
响，我们可以更好地迎接未来我们可能遇到的机
遇和挑战；我们能够想想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
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积极
的行动。
正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与社会、经济、政
治和道德紧密联系的复杂性问题，我们需要各国
的政府和决策者、全社会和个人共同协调一致携
手努力。从签署巴黎气候公约3，到推动社区范围
使用清洁能源；从自家避免食物浪费到选择绿色
环保出行，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必将影响深远。
行动指导手册可以从本页下方的脚注链接点击进
入4。网站包含100套切合实际并大胆的解决方案。
其中有一部分是众所周知的方案，另一部分则是
最新的创新型设想。范围包括清洁能源、低收入
国家教育和土地使用的创新方案等。
该项目展示了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建立美好未来
的宏图。
一切取决于倾听和学习。
创作一件海报作品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你将做
什么？

3 http://unfccc.int/paris_agreement/items/9444.php
4 Drawdow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lan ever proposed
to reverse global warming. Edited by Paul Hawken.
www.drawdown.org

参赛资格：
全世界所有的专业设计师和设计专业学生均可参加。
*本次大赛评委不得参加比赛。

更多关于评委专家组的详细信息： www.segundallamada.com/jury

所有作品将由三组专业评委队伍统一评选：

作品评价标准：
• 作品原创性
• 图形设计的美学性
• 信息传达的准确性
• 背景知识与话题的准确性

艺术与设计专家组：

评委拥有评价作品的最终解释权。

评委：

•
•
•
•
•
•
•
•
•
•
•
•
•
•
•
•
•

Andrea Martinez - 墨西哥
Agnieszka Ziemiszewska - 波兰
Coco Cerrella - 阿根廷
Cláudio Gil - 巴西
Eli Román - 墨西哥
Gabriela Irigoyen - 巴西
Gavin Aung Than - 澳大利亚
Ginette Caron - 加拿大
José Luis Coyotl - 墨西哥
Marco Tóxico - 玻利维亚
Michel Olivier - 法国
Miguel Arzate - 墨西哥
Minal Nairi - 印度
Mehdi Saeedi - 伊朗
Natalia Delgado - 墨西哥
Olivia León - 墨西哥
Shangning Wang（王上宁） - 中国

科学与教育专家组：
•
•
•
•
•
•
•
•

Elaine Fernandes - 澳大利亚
Hector Barrón - 墨西哥
Jim Rountree - 澳大利亚
Mauricio Guerrero - 墨西哥
Mónica Lozano - 墨西哥
Pablo Rosado - 西班牙
Renata Lippi - 巴西
Willem Huiskamp - 澳大利亚

环境与儿童环保组：
•
•
•
•
•
•

Ana Cristina Retamoza - 墨西哥
Daniel Chávez - 墨西哥
Lilly Platt - 英国
Olivia Bouler - 美国
Ryan Hickman - 美国
Winter Vincent - 澳大利亚

上传：
参赛选手每人最多可以上传三件作品。
(单件或者系列)
海报开始上传时间为2018年2月20日, 登录以下链接:
www.segundallamada.com/upload
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2018年4月20日，墨西哥时
间，23：59。 【23:59 Mexico city time CDT (GMT
– 6hrs).】

作品规格：
为保证参赛作品必须按照以下规格：

A) 海报尺寸等信息
尺寸：60X90cm (3543 x 5315 像素 – 分辨率为
150ppi)。竖版构图。*黑白颜色。
上传格式：Jpg格式。色彩格式：灰度模式
文件最大尺寸：5MB
*注意：彩色海报作品将失去资格。不按照规定的尺寸和分
辨率的作品将失去参赛资格。

B) 作品描述/设计说明
必须为英文描述。不得超过100英文单词。

C) 联系方式
名字，年龄，国籍，住址，电子邮件email和电话
号码。

D) 环保行动建议（ACTION PROPOSAL）
一个关于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改变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案
和建议或提议。

E) 信息引用（INFORMATION SOURCE）

主题选择的独创性

如果您的作品引用了某个特别数据信息和事实，需要
提供参考书目或链接。（如果没有不需填写）

设计创意选择上请尽量避免选择陈词滥调的主题。比
如冰上站着一只北极熊。

参赛选手必须填写详尽信息A/B/C/D项。E项如果没有
引用可以不填写。信息填写不详尽会失去参赛资格。

作品入围

评选过程匿名与其他重要规定
参加者的海报和联络信息将由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保
存，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将匿名盲选。因此，海报
不得包含任何签名、徽标或作者姓名、别名或其他
信息。
海报必须为原创作品，并专门为这个比赛而设计。参
赛作品不可以是曾经发表或提交过任何其他比赛或展
览的作品；在最终结果公布之前作品不得被上传到个
人网站、博客、社交网络或其他数字媒体 。为保证参
赛的公平性请遵照规定。
*违反这条规则将立即取消资格

参赛语言
作品中出现的任何文字信息必须由英文呈现。但是，
如果作品入选我们会由专业的翻译人员将其翻译成西
班牙语。我们建议您在设计的时候把文字图层与图形
图层分开，有助于后期翻译人员转换语言。

标志LOGO
海报中不得包含任何标志logo。不得包含公司标志的
企业的标志，不得包含本次比赛或赞助商的标志。

著作权
参赛者必须包含此件作品的所有著作权。如果与其他
人合作，或者引用别的作品、概念或者图形，必须经
得原作者的同意才可以使用。
参赛作品必须与设计说明吻合。否则可能会影响评判
结果或者失去资格。

评委专家队伍将选出50幅入围优胜作品，和最佳十件
作品。评选结果将于2018年8月20日在比赛网站主页
和脸书主页上发布。

版权事项
所有优胜作品将在官方网站和社交网站上展示。并且
将展示在接下来的国际展览和相关活动。
为保证更大范围的传播本次大赛的影响力，任何环境
保护组织、教育机构和大众请使用以下版权创作共用
许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CC BY-NC-ND
4.0)
参与者默认同意本次比赛主办方获得该作品在网站展
示的权利。作品传播和复制的权利。作品印刷和在媒
体展示的权利。
参与者保留著作权，我们如果在任何相关平台展示作
品将同时出示作者的信息。在征得作者的书面同意之
前，主办方Segunda llamada不会应用作品到其他
用途。

最终解释权
Segunda llamada和阿斯卡波察尔科自治城市大学
（UAM AZC）可能不会同意参赛者海报传达的观点。
因此作者为作品传达的信息负责。
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将由主办方与评审专家协商
解决。
如果对于比赛有任何疑问，请仔细阅读本简章后写信
给(英文书信）：
info@segundallamada.com

主办方

特别鸣谢

Segunda llamada是非营利性环境保护项目。
网站：www.segundallamada.com

课题顾问

协调者

墨西哥自治都市大学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Mexico (UAM)
Azcapotzalco分校的环保部门

Gus Morainslie
info@segundallamada.com

Jim Rountree

数据管理员

文献引用

接口编程人员

NASA Climate Change Website
Project Drawdown, edited by Paul Hawken

Claudia Villacorta
Edgardo Rojas
Tadek Chavez

本次大赛宣传插图
Frank Arbelo

链接
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信息的链接：www.segundallamada.
com/links
更多最新比赛资讯，请在脸书 Facebook 关注：
@Segunda llamada
*打印本简章之前请为了环保而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