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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举办绿色电影盛事
2017 年 7 月 27 日， 主题为

“用影像承载记忆、 用镜头保护
未来”的首届上海国际绿色电影
周在上海电影广场正式揭开帷
幕。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期间，
将会有超过 40 部国内外绿色环
保主题的电影在电影周期间展
映。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已经
是全球最严重、最危险和最具破
坏性的国际性犯罪活动之一，严
重威胁着很多濒危物种的生存。
对于野生动物制品的消费正在
快速的将大象、虎、犀牛和穿山
甲这样的物种推向灭绝的边
缘。 ”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
FAW）亚洲地区总代表葛芮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野生

动物的生存现状，了解野生动物
贸易最终会导致物种灭绝的严
重危机，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与
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一同发起
“你的世界有我”宣传活动，并邀
请众明星为濒危野生物种发声。
吴尊、王嘉、张杰、张丹峰、尹正、
谢娜、成毅、李晨、钟楚曦、张子
枫等众明星一起为包括大象、犀
牛、老虎、穿山甲、虎鲸、藏羚羊、
金雕、雕鸮、黑颈鹤以及金刚鹦
鹉这些濒危物种代言，号召公众
拒绝并抵制消费野生动物制品，
拒绝观看动物表演，关注栖息地
保护，一同爱护我们共有的地球
家园。

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的发
起人、 伊迪传媒总裁素娃表示：

“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由中国电
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联合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共同主办，北京伊迪传媒承
办，是一场中国电影人为自然保
护而发起的文化盛事，用影像唤
醒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并鼓励
各界人士参与用镜头保护自然
与我们的未来。 我们将努力联合
世界绿色生态电影业界共同发
声，融合独有的资源、资讯、资金
优势，成为绿色生态电影的孵化
器和推广者。 ”

葛芮说：“我们很高兴此次
能够和上海国际绿色电影周合
作，同时也很感谢各位明星的大
力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青年意见
领袖的发声和电影周这样的文

化活动让公众有机会通过影像
的方式，更快、更直观地了解野
生动物面临的危机和每一个消
费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希望

观众带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欣
赏野生动物的美，从今天做起拒
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

（高文兴）

2017 年 7 月 11 日， 由环球
网、北京翰林苑国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文献纪录片、
大型画册《那岁月刻骨铭心》捐
赠仪式暨翰林苑爱国教育基地
开馆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传媒
大学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中国抗战纪念馆、南京大
屠杀纪念馆以及国内数所高校
接受了捐赠。

据了解， 这部文献纪录片从
公元 663 年中日历史第一次交战
开始，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结
束，展示了日本新闻机构在战时
出版的画报 1000 多本、报纸 115
份， 日本绘制的华夏地图 100 多
幅， 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照片的
600 多张，以及制作团队从美国、
日本、南京和日军轰炸中国各城
市所购买的大量珍贵影像资料，
制作过程中也充分借助了民间
力量和资源。 纪录片全面梳理了
中日两国千余年的战争史，真实
地还原了有关日本侵华的历史。

《那岁月刻骨铭心》纪录片出
品人、北京翰林苑国际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虹谈道，随着
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高
速发展，一些人的价值观取向发
生了改变， 社会责任感逐渐淡
化，甚至一些年轻人对国家的认
同也出现了问题。“作为企业负
责人和《那岁月刻骨铭心》出品
人，我认为，一家成功的企业不
应该只追求物质， 更要有情怀。

对企业来说精神文化是最宝贵
的， 而对年轻人来说价值观才是
最宝贵的财富。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表示，《那
岁月刻骨铭心》 纪录片搜集了很
多一手历史资料且融入了民间
力量和资源，其出版和捐赠对民
众、 特别是对青少年教育来说是
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中国日本
史学会名誉会长、《那岁月刻骨铭
心》 纪录片历史总顾问汤重南也
谈道，通过类似的捐赠活动，能够
让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到这样优秀
的纪录片、专业的画册，能够真正
还原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让历史
悲剧不再重演。

对于此次捐赠活动，北京大学
教授、 北大东北亚研究所所长、中
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宋成有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谈道，目前在青少年
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太多具有吸引
力甚至诱惑力的新事物，国外文化
对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非常大，
此次捐赠的历史文献资料能够对
现有历史教学乃至青少年的历史
教育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据悉， 今后捐赠行为还将持
续并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而这
些捐赠的历史文献将有利于今
后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展更加生
动且更容易被接受的爱国教育，
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和价值观。 （皮磊）

近日， 由中国发展简报编
撰的《公益与发展英汉汉英双
语词典》在京发布。词典的第一
版收集了 3000 余条中英文公
益术语和词条， 是国内第一本
将公益慈善领域内的关键词条
和术语在符合中英文语言习惯
和政治文化背景框架下， 进行
定义和注解的工具资料。

目前， 公益发展领域的全
球化进程极大推动了中外公益
慈善的交流、合作与研究。中国
公益慈善界需要更多地了解国
际公益的动态和经验， 国际公
益界也对中国公益慈善的现状

和发展态势越来越感兴趣。 然
而， 语言的障碍仍然是中外同
仁沟通交流的掣肘。 中外公益
领域的践行者和研究者亟需一
套常用的、 并已达成共识的双
语工具书， 以此为基础进行沟
通、互鉴和创新。《公益与发展
英汉汉英双语词典》 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本词典英译汉部分主要集
中了国际公益慈善工作常用的
词汇， 并对这些词汇从公益慈
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汉译英
部分则主要收集了近年来中国
公益慈善领域出现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一些词汇， 并对这些词
汇的中国特色的含义进行了详
细解释。

中国发展简报创办于 1996
年，作为一家本土非营利组织，
简报以中英双语面向社会发展
领域的行动者、 公益组织及其
在企业、 政府和研究机构中的
支持者进行传播报道、 研究咨
询，并提供平台和服务。简报希
望这本双语词典能成为服务于
公益和发展领域的行动者、研
究者和传播者的一个便利工
具。

（高文兴）

2017 年 7 月 13 日，由中国
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指
导、 中国专业母婴健康教育平
台干妈育儿联合领先乳企荷兰
皇家菲仕兰举行“中国人喝奶
习惯调查”结果发布会。调查显
示： 近八成国人奶制品食用量
不达标， 且乳品消费的种类单
一。 我国人均乳品消费水平低
的问题再度引起与会人士关注。

2017 年 6 月，“中国人喝奶
习惯调查”在京启动，调查采用
宏观研究、 医学专家访谈以及
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样本
覆盖 29 个省区市， 历时一个
月， 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5440
个，其中 54.6%被访者正在哺育
0~6 岁婴幼儿。 调查数据库包
括被访者基本信息以及日常食
用奶制品情况，经数量分析、交
叉分析等专业统计分析得出中
国人喝奶习惯调查结果。

“1988 年，《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中第一次提出了‘300 克
牛奶计划’，即我国居民每人每
天饮奶 300 克或相当量的乳制
品。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近八成
老百姓喝奶量不达标， 这个现
状非常值得重视和急需改善。 ”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王铁城肯定了此次
调查的社会意义。

调查得出三大核心发现：
一、 近八成国人奶制品摄入量
极低；二、超七成中国人日常选
择牛奶和酸奶为主，种类单一；
三、 国人对乳品质量和安全信
心不足，影响消费量。调查还显
示，影响国人奶制品摄入量少、
提升缓慢主要出于“知识匮乏、
喝奶习惯没养成、 奶制品种类
少、谣言”四大原因。其中，国人
最担心奶制品的安全问题，占
总人数的 57.9%，其次是奶源污
染和含有激素，分别占 45.7%和
42.5%，发胖和致癌也是国人摄
入奶制品所担心的问题， 分别
占 24.3%和 19.4%。

结合该调查数据， 北京协
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主任医
师、 营养专家陈伟分析指出：

“食品安全和虚假谣言严重伤
害了国人食用奶制品的信心，
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应遵重科
学，打消不必要的顾虑，足量、
多元食用奶制品。 奶类是每个
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是最佳的营养食物之一， 可以

预防骨质疏松、缓解便秘等。 ”
此外， 还特别对 0~1 岁婴

幼儿的喂养及奶制品消费做了
专项调查。 结果显示：超 75%的
中国家庭对 0~1 岁的宝宝进行
母乳喂养和混合喂养。 北京大
学第三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张
娟提醒妈妈们：1~3 岁幼儿仍应
补充足量母乳和婴幼儿配方奶
粉； 有条件的家庭应给婴幼儿
摄入婴儿配方奶粉至 6周岁。

荷兰皇家菲仕兰中国高级
副总裁杨国超在现场介绍，荷
兰两万名奶农是公司真正的拥
有者，奶农既是公司的老板，又
是原奶的供给方， 从根本上确
保奶源安全和最终产品的品
质。“近几年，我们透过菲仕兰、
中国农业大学和荷兰瓦赫宁根
大学联合设立的中荷奶业发展
中心，看到中国乳业发展稳健。
我们也一直和行业协会紧密合
作， 在牛奶的好处和科学选用
奶制品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科
普工作。 针对这次调查反映出
的乳品认知不到位、认知误区，
我们后续会开展相关的科普宣
传，希望能帮助老百姓放心、安
心喝奶。 ” （徐辉）

在公益广告拍摄过程中，李晨曾说：“爱它就让它做自己，自由地
释放天性，翱翔于天空中。 请不要捕捉、买卖、饲养野生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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