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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象科普网 

科普中国网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 

二、组织机构 

大赛设立组委会、大赛办公室和专家委员会（具体名单

见附件 1），组委会是大赛的领导机构，负责大赛的组织和决

策，专家委员会和大赛办公室在组委会领导下工作。专家委

员会负责审定比赛内容、竞赛方式和赛事规则，负责组织大

赛的评审工作。大赛办公室负责大赛的实施、管理和各项事

务工作。 

三、时间安排 

作品提交时间：即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10 日截止 

初评时间：2018 年 6 月 11 日—15 日 

终评时间：2018 年 6 月 16 日—18 日 

公示时间：2018 年 6 月 19 日—26 日 

颁奖时间：2018 年 7 月上旬 

四、参赛要求 

1. 参赛对象：全国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 

2. 作品要求：作品应是投稿者原创；需兼具科学性、趣

味性和艺术性；需向公众传达出与气象防灾减灾、气候变化、

气象科技发展等相关的科学知识；需具有可执行性，故事脚

本和展品设计需符合现阶段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 

3. 创作主题：分为“气象灾害”和“大气科学”两个部分，

作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悟来自选主题创作，同时为

了增加作品的科学性，参赛者可以参考中国气象科普网、中

国天气网等网站、微信平台等相关专题页面和《气象灾害防

御手册》等相关书目。 

4. 作品形式：动画剧本类、科普绘本类、气象科普展品

类、文创产品类、气象科普原理图类，具体作品要求详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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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 

五、参赛方式 

可以以个人或团队名义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 3 人，指

导教师不多于 2 人）。通过中国气象科普创意大赛官网

（http://qxkpds.nuist.edu.cn）进行网上注册，按照网站提示完

成报名表、授权书、作品的上传提交工作。 

六、奖项设置 

1. 特等奖 

大赛所有作品共设置一项特等奖（可空缺），奖金 20000

元或等额奖品和证书，并由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为获奖作者提供实习机会。 

2. 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按作品形式分为五个比赛组，一等奖约占本比赛组决赛

总人数的 1％，获得奖金 10000 元或等额奖品和证书。二等

奖约为 2％，获得奖金 5000 元或等额奖品和证书。三等奖约

为 4％，获得奖金 3000 元或等额奖品和证书。优秀奖约为

15％，获得气象科普书籍和证书。 

获奖作品数量根据大赛评委会评审意见最终确定。 

3. 优秀指导教师奖 

所指导作品获得二等奖以上教师为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4. 优秀组织奖 

用于表彰大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 

七、参赛须知 

1. 参赛作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不涉及淫秽、暴力、

凶杀、反动及侮辱宗教等内容。 

2. 参赛者须拥有作品的著作权并获得参赛作品中所包

含人物肖像权使用许可和其它必要的许可，同时须保证上传

的作品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

权等合法权益，否则由参赛者承担所有责任。 

3. 参赛者在线提交作品，表明参赛者已授权中国气象局





5 

 

附件 1： 

大赛组织机构 

 

一、大赛组委会 

主  任：康  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王雪臣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党委书记 

李北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 

副主任：丁晓昌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教授 

王小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梅连学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党委副书记 

王  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成  员：刘  波  中国气象局气象与科普中心科普部主任 

吴英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事业发展部主任 

严  燕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 

唐立岩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公共关系部主任 

汪应琼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科普部副主任 

李  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 

郭照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务处处长 

俞书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团委书记 

二、大赛专家委员会 

主  任：王会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导 

副主任：陈云峰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副主任 

管兆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钱  岩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副部长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建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朱定真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公服气象影视中心 

总工、高级编辑 

何建新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 

陈海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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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卫  国防科技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博导 

杨修群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阎明良  江苏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梁  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 

韩玉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传媒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 

智协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 

 

三、大赛办公室 

主  任：吴英策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事业发展部主任 

刘  波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科普部主任 

李  健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 

副主任：李  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副处长 

汪应琼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科普部副主任 

成  员：翟劲松  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 

洪  佳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事业发展部 

李小龙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事业发展部 

蒋国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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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作品要求 

 

一、作品主题 

（一）命题创作 

1. 气象灾害 

从常见的气象灾害（台风、暴雨、暴雪、寒潮、大风、沙尘暴、

高温、干旱、雷电、冰雹、霜冻、大雾、霾、道路结冰）中挑选一种

或多种灾害为作品主题，可以从展现气象灾害的发生原理和灾害防御

手段两个角度进行创作。 

2. 大气科学 

从基础的大气科学知识（天气学、大气物理、大气探测、大气环

境、气候变化等）中挑选一种或多种知识点为作品主题。 

（二）自选主题创作 

展现与气象防灾减灾、气象科学、气象与生态文明建设、气象与

生活等相关的内容。 

二、作品形式 

（一）动画剧本类 

动画剧本可仅用文字叙述故事，创作剧本时需要考虑故事的画面

感，尽量按照场景、镜头的顺序创作剧本。 

内容需包括： 

1. 故事梗概 

简要介绍故事背景、出场人物和情节发展。 

2. 剧本正文 

按照场景，写出剧本。根据故事发展的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中写

出该场景中发生的动作与情节。需详细写出故事中的台词和动作。语

言简洁有感染力，动作尽量具有画面感，戏剧性强，剧本字数不少于

500 字。 

3. 示例：（本示例来源：剧本网，原作者：丁瑾） 

《原生态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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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1 世纪初 

【地点】大别山区一个交通闭塞的小山村——桃花坞。 

【人物】 

玉  柱：男，12 岁，桃花坞小学四年级学生（主人公）； 

黑  头：男，12 岁，玉柱同班同学，同庄的好朋友； 

来  发：男，12 岁，桃花坞小学三年级学生，玉柱同庄的好朋友； 

宋喜梅：女，35 岁，玉柱的妈妈。 

奶  奶：女，68 岁，玉柱的奶奶。 

磨子哥：男，30 岁，黑头的哥哥。 

维云嫂子：女，30 岁，黑头的嫂子，磨子哥的老婆。 

【故事梗概】 

《原生态的少年》，讲述的是 21 世纪初大别山区里一个闭塞的小

山村——桃花坞村的孩子们成长的故事。通过桃花坞小学以玉柱为代

表的几个原生态的孩子上演的战天斗地的悲喜剧和匪夷所思的恶作

剧，来展现孩童世界里那种与生俱来的天真与无邪，赞美孩子们的勤

劳、智慧，歌颂他们身上那种未经雕饰的原汁原味的人性的光辉，揭

秘童年生活的真谛！ 

【正文】 

场景 1：桃花坞西山顶旱塘。 

（孩子们“嗷嗷”地叫着，闹着。粗俗的，骂骂咧咧地挖出塘底的

稀泥，糊泥巴，一个个糊得像泥猴似的。文雅的，嘻嘻哈哈地推掌击

水，打着水仗，溅起的水花足有一丈多高！） 

（赶集归来的路人，目睹此情此情，一个个咧着嘴，半是羡慕半

是无奈地摇摇头，说：“一群野孩子！”） 

（孩子们呵呵地冲着路人傻笑，扮鬼脸，一边还自豪地欢叫：“我

们是野孩子——！我们是野孩子——！”） 

场景 2：画面回到桃花坞西山顶旱塘。 

（洗澡的小伙伴越聚越多，张庄的、王庄的、刘庄的都来了。二

老歪居然还把他家的大牯牛也骑了来，优哉游哉的，犹如张果老倒骑

着小毛驴一样的悠闲。） 

（小操子眼尖，指着二老歪叫：“二老歪来了，我们正好比赛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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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旱塘里顿时沸腾起来了。） 

（“还有二老歪，你们几个都过来。” ） 

（这几个水性高的，嘻嘻哈哈地聚在了一起，比比划划，甩胳膊

蹬腿，原来是赛前热身呢。） 

（玉柱高声地宣布：“今天比赛鱩猛子（潜水），鱩得最远的为胜！”） 

（二）科普绘本类 

具有绘画基础的作者可以用绘本的形式进行创作，利用绘画的形

式讲述故事。 

内容需包括： 

1. 剧本概要 

简要介绍故事背景、出场人物和情节发展等内容。 

2. 绘本画面 

画幅面积不小于 A4，分辨率不小于 300dpi，篇幅不少于 16 页，

绘本需包含封面、封底、扉页、正文等页面。作品内容能够传递气象

知识或体现气象文化特色。绘本艺术风格、创作手法不限（数码绘图

和手绘均可），建议使用漫画分格的形式进行创作。提供作品要求提

供源文件及 JPG 格式图片，鼓励制作成成品书籍展示作品。 

3. 示例：（示例作品作者：朱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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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象科普展品类 

要求设计者设计用于在科普馆里展示的气象科普展品，要求展品

能够传达气象科普知识具有交互性和趣味性，设计者需要通过设计说

明、设计图纸描述展品的设计理念、所传达的气象知识、使用方法、

展品外形和结构等相关信息。 

1. 设计说明 

文字简要介绍展品的设计理念，包括展品所传达的气象知识、展

品的使用说明、采用的技术手段、使用材料等。 

2. 设计图纸 

作者需要以电脑制图或手绘的方式绘制展品的三视图（正视图、

俯视图、侧视图）以及效果图。“三视图”三个角度各一张，图上需标

注尺寸，整体效果图不少于一张，局部效果图不少于两张，并将所有

制图排版在一张 A3 大小的版面上，分辨率不少于 300DPI，并请注意

保留源文件。如有需要也可制作动画用于表现展品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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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例：（投递作品中三视图需标注尺寸） 

（四）文创产品类 

文创产品类作品要求设计者发挥创意能力设计气象科普类文化

创意产品，文创产品类别不限，可以是玩具、教具、办公用品、模型、

工艺品等等，要求产品体现气象文化或传递气象知识，需要设计者通

过设计说明、设计图纸描述产品的设计理念、所传达的气象知识、使

用方法、产品外形和结构等相关信息。 

1. 设计说明 

文字简要介绍产品的设计理念、使用场景、所具有的气象特色、

使用的材料、技术手段等等。 

2. 设计图纸 

作者需要以电脑制图或手绘的方式绘制展品的三视图（正视图、

俯视图、侧视图）以及效果图。“三视图”三个角度各一张，图上需标

注尺寸，整体效果图不少于一张，局部效果图不少于两张，并将所有

制图排版在一张 A3 大小的版面上，分辨率不少于 300DPI，并请注意

保留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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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象科普原理图类 

针对内容复杂、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气象科学原理，通过对原理内

容的理解和梳理再使其视觉化，最终使用富有逻辑性和艺术性的原理

图将内容传达出来。  

1. 设计说明 

文字简要介绍原理图的设计思路、传达的气象知识、资料来源等。 

2. 设计信息图 

采用电脑制图和手绘的方式制作原理图，要求通过设计具有逻辑

性、易读性和艺术性的原理图将气象知识表现出来，递交作品时需将

作品排版在一张海报上（50×70cm），要求提供作品源文件及 JPG 格

式的图片。 

3. 示例：（投递作品中尺寸为 50×70cm，示例作品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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