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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海报
1988年全
球大奖

和平海报开始于1988年，今年是第32届

全球11-13周岁适龄儿童均可参加

设立全球大奖1名，全球佳作奖23名

2012年在中国全国举办，目前举办了第八届

全球、多元化、无国界、和平、未来、
纯公益、艺术助学 . . . . . .

一.认识和平海报



对孩子的影响
对志愿者的影响

对世界的影响

为什么要把和平海报项目做大做强？

对组织的影响对学校、家长的影响

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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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观念】让孩子们从
小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公
共活动，树立公益思想，
培养全球观念；

【权威认可】为那些在
艺术领域极具天赋的孩
子提供一个获得国际社
会认可和国内权威机构
的机会。

【绘画交流】在世界和平
海报比赛构建的平台上，
与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进
行绘画交流，不断创新，
不断提升艺术水平；

【播撒种子】在孩子的心
中播撒和平的种子，引导
他们以画笔表达心中的和
平理想和美好心愿；

二、对学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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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海报倡导和平理念的同时，

也是一种艺术熏陶，这是现在

很多孩子都需要重视的能力。

艺术究竟有什么用？

艺术可以让一个人提高感知幸

福的能力，有独特的视野，独

立的思维，可以提高一个人的

感性素质，能够让人在平凡的

生活中发现世界独特的美。

在孩子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为他们植入和平的
理念，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让孩子小的时候，用画笔去描
绘心中的和平；等他们长大以
后，也会用实际行动捍卫世界
和平！

二、对学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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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障英文作文
2010年开始，国际狮子会在和平海报的基础上，面向

11~13岁的视障儿童开展了英文论文比赛，至今已举办了8
届。国际狮子会视障少儿英文作文比赛同和平海报比赛并驾
齐驱，共同为在全世界青少年当中播撒和平的种子，让世界
更加和谐美好做出卓越贡献。

中国狮子联会同中国盲协联合主办，在中国教育学会外语
专门教学委员会和特殊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首届全国视障
青少年 “和平的未来” 英文作文征集活动首次开展，全国
共收取作品100余篇，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并有6篇作
文送往国际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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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少儿 —奖励设置

• 入选作品：150名，颁发获奖证书。

• 优秀作品：50名，颁发获奖证书，同时获赠年度主题纪念意义的奖

品，组织机构获得奖励证书。

  （以上证书由中国狮子联会和中残联五大协会共同出具。）

• 在获得优秀奖的作品中选出10幅11-13岁适龄儿童的作品参加

“20xx·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的全国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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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及奖励设置

（一）2012年起实施的“四级评选”

• 分展区：由展区自主设立 

• 展区：　深，广，连，青，京，浙，沈，陕，哈，川，
　　　　　海，云，苏，吉 

• 全国评审：中国狮子联会和平主题服务组

• 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一个展区只能选送一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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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设置 —各展区

• 展区，分展区的奖励设置由各展区、分展区自行决定，不鼓励设奖金鼓励。

• 每个展区于11月5日前选送30幅作品，参加全国总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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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设置－全国（2019）

 入选作品：200名
颁发“入选作品证书”，入选作品的指导老师获得“入选作品指导
老师证书”（以上证书两家主办单位出具），同时获赠年度主
题纪念意义的奖品。

特别入选作品：14名
颁发 “特别入选作品证书”（中国狮子联会出具）
“网络最佳人气作品奖 和最佳人气作品指导老师”   
 各 10名”（中国狮子联会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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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设置－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

全球总冠军：1名  Grand Prize 

颁发奖金5000美金(或与当地币值相等)奖金和奖品；

全球佳作奖：23名  Merit Award

颁发奖金500美金(或与当地币值相等)奖金及奖状；

24幅决赛作品将于下年度在国际年会及其他不同地点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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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冠军颁奖现场-2015

2014-15 年度全球大奖

和平、爱与了解

钱威瑾，13 岁

中国大连高尔夫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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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冠军颁奖现场-2016

2015-16 年度全球大奖

分享和平

朱瑀墨，12 岁

中国大连高尔夫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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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奖颁奖现场-2017

2017-18年度全球大奖

和平的未来

王琸琦同学，12 岁

中国大连和平绘画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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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全球分享

获奖作品将会在世
界各地巡回展览

获奖作品将在国际狮子会网站长
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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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和合作单位奖项

和平海报优秀教育机构
和平海报卓越指导团队奖
和平海报杰出指导团队奖
和平海报卓越园丁奖
全球佳作奖获得者的指导老师
和平海报杰出园丁奖
和平海报公益伙伴
公益支持伙伴
公益支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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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点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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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节点 

（1） 7-9月：启动仪式宣讲；9月21日: 和平纪念活动

（2） 9月--10月：指导创作期

（3）10月31日：完成收画和展区评审，评出30件作品（14个   

                            展区共420件作品）参加全国总评审（含选

                            送国际狮子会参加全球总评审的1幅作品）

（4） 11月上旬：全国评审、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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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月30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统一由中狮联秘书处将各展区参赛

作品寄往国际狮子会总部。

（6） 12月-1月：全球评审，在国际狮子会总部。

（7）展览仪式：狮子年度5-6月，地点同代表大会举办地。

    举办“20xx·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

                                     展览仪式及下年度主题发布。

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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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规则

作品尺寸不小于33cm宽、50cm长，不可大于50cm宽、60cm长 （建

议使用A2纸，42cm×59.4cm)，作品不可装裱或装框，不能直接粘贴

画作到底版上

每位学生只能有一幅作品参赛，每幅作品只由一位学生绘画。必须

在画作背面粘附上有效的参赛表格及个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

作品必须是原作，不得抄袭以往作品

各种可运用于绘画的材料均可使用（注.用粉笔、粉蜡笔、炭画笔的 

作品须作固定喷剂处理以免涂抹），作品不得经过覆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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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狮子会的服务队负责支持地区性的学校、少年宫、社区美
术班等参加作品征集活动

参与对象：全国11～13周岁的适龄儿童2005年11月16日-2008年11月15日之间
出生）学生均可免费参加，参赛卡应清楚注明作者的出生日期，并附身份证或
户口本。

以“和平”相关为主题的征集活动的主题每年不同，作品应
做到切题。

2019-2020度征集活动主题：“和平之旅”（Journey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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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三维空间的作品

作品上不可以粘、钉、捆或其他方式添加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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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海报背面签名，作品

上不可有任何文字或数字

Peace Begins 
with Me

小明

作品应采用可以卷起的物质

便于邮寄，切勿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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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别提示

活动标准名称：“20xx•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

相关背景宣传中可以提及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的由来，在中国境内不可以冠
以“国际”、“和平海报大赛”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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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重点和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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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境内评审团组成

• 各展区评审阶段：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委
会根据展区就近的原则，指定专家2名，负责与各
展区组委会共同组织评选，评委人数为7人以内。

• 全国总评审阶段，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术艺
委会组织并邀请全国专家组建评委会，评委人数
不少于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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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评审

    
   1、 国际狮子会每年以能启发青少年想象力的以

“和平”相关命名的主题来举办和平海报比赛。

   2、表达能力、艺术造诣和创新是每一个评审阶段
的三项  重点。

   3、由艺术界、青少年、教育界、和平及媒体界所
组成的评审团在准决赛作品中选出一幅冠军奖作
品，23幅佳作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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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重点

•　原创性
•　艺术性
•　主题呈现性
•　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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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导方向

•  展示少儿天性，减少成人干预
•　跳出条框，挖掘少儿创作潜力

•   用国际语言和元素描绘和平

•   如有把握，不妨加入中国元素

•　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和国家领导人和宗教人物的出现

•    坚持原创，杜绝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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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作时的重要考虑

原创、原创、原创!!!  作品中有故事。

必须切合主题，不要离题

表达一个意思，具有深层含义，引起思考

运用“和平”元素，同时大胆创新

形式多样，运用各国艺术元素

保持原创性，不要仿制

和平元素不要为了用而用，不要变成堆砌元素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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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平”主题的常用元素（不局限）
和平鸽
地球（世界各大陆版图）
和平标志
各国国旗
世界各地标志性建筑
各种族人群
橄榄枝
心型
联合国标志
彩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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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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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度主题

                

                 和平之旅

       （Journey of Peace）

               

              您联想到什么？



主题诠释
“和平之旅”主VI释义：

2019-2020年度国际和平海报比赛主题--和平之旅。
历史已经证明，和平往往并非唾手可得。但历史同时也要求我们每个人和
每个社区去思考如何实现和平的梦想。有谁会比青年更加适合描绘“和平
之旅”呢？！
年度主题VI设计整体上采取手绘风格。VI设计的核心点，“旅”字采用甲
骨文写法。古意可解读为，在一面旗帜的引领下，一队人井然有序、兴致
勃勃的踏上旅途，旅途上充满艰难险阻，也会风雨同舟。此主VI寓意广大
中国狮友在和平主题服务项目推广的道路上，践行公益，克服艰难险阻，
勇敢向前，乐在其中。底部图案为，世界地图和环绕飞翔的和平鸽。 在主
体设计的右下方，分别用英文表示了年度主题和项目名称。 VI整体设计颇
具中国特色，又不乏国际元素，同时展现绘画的表现和美好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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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89 " Peace Will Help Us Grow“           和平帮助我们成长
1989-90 " Picture a Peaceful World“           描绘一个和平的世界
1990-91 " People at Peace“                        人民的和平          
1991-92 " Peace Begins with Us“           和平由我开始
1992-93 " An Environment for Peace“         和平的环境
1993-94 " A Journey to Peace“                    和平之旅
1994-95 " Peace in My World“                    和平在我世界里
1995-96 " Peace Will Set Us Free"                  和平将给予我们自由
1996-97 " Building a Peaceful World“           建造和平的世界
1997-98 " A World in Harmony“                   和谐的世界
1998-99 " Planting the Seeds of Peace“         种下和平的种子
1999-00 " A New Beginning for Peace“          和平新的开始
2000-01 " United in Peace”                             统一在和平
2001-02 " Lighting the Path to World Peace“  点亮通往和平之路
2002-03 " Dream of Peace“                               和平的梦想
2003-04 " Creating a Brighter Tomorrow“ 创造美好明天
2004-05  " Give Peace a Chance“                      给和平一个机会
2005-06 " Peace Without Borders“                 和平无国界
2006-07 " Celebrate Peace“                              庆祝和平
2007-08 " Peace Around the World“                和平围绕世界
2008-09 " Peace Begins With Me“                    和平由我开始

     历年主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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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 The Power of Peace“                        和平的力量
2010-11 “ Vision of Peace“                          和平的视野
2011-12  " Children Know Peace"                     孩子们知道和平
2012-13  “Imagine Peace”                                 想象和平
2013-14   “Our World, Our Future”                    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
来
2014-15   “Peace, Love and Understanding”     和平、爱和了解
2015-16    “Share Peace”                                  分享和平
2016-17    “A Celebration  of Peace”                 庆祝和平
2017-18    The Future of  Peace                       和平的未来
2018-19   Kindness Matters                善与和平
2019-20     Journey of Peace                             和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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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获奖作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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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狮子会

2004 2007 2012 2013

2014 201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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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09                    2010                        2011               2012 

广东狮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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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2011                        青岛2014                   青岛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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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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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浙  江

2016

     2017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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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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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6

四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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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陕西

   2017-云南

    2017-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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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16                                  台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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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总冠军  Grand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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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和平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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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和平的未来」国际狮子会和平
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王琸琦同学
12 岁
中国大连和平绘画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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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庆祝和平」
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Lakkana Meepara
13 岁  泰国
Bangkok Pinklao Lion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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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分享和平」
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Yumo Zhu 朱瑀墨
12 岁
中国大连高尔夫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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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年「和平、爱与了解」国际狮子会
和平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Weijin Qian钱威瑾
13 岁
中国大连高尔夫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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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和平从我开始」
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Yennie Shyu
12岁，美国
Milpitas Executive Lion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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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狮子会和平海报比赛
全球总冠军
2004-05年度
" Give Peace a Chance“
给和平一个机会

作者    
李卓达 12岁
（中国香港）

 Hong Kong Metropolitan Lions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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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论一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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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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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术 老 师

搜集资讯，   了解规则；
对接狮友，   相互支持；
介绍规则，   布置作业；
重点指导，   冲击奖项；
收集统计，   提交作品；
心态积极，   静候佳音；
接受嘉许，   传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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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奖重不重要？

» 参与的人多重不重要？

» 以上哪个更重要？

» 关键还是影响力，影响人的影响力，

是最大的影响力！

（五）数量vs.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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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对象可否扩大？

• 参加活动的，可以小于11岁或大于13岁，可
以整个班整个年级作为功课布置做。

• 参加评比的，必须在11～13岁之间，以有实
力冲击奖项名次的作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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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品怎样出？

• 了解规则，做好宣讲；
• 领悟主题，引导解题；
• 广泛传播，参与提升；
• 发动特长，重点培养；
• 敢于挑战，心态平和。



中国狮子联会和平主题服务组　

» 举办宣导活动
» 关心关怀
» 证书和纪念品
» 教研任务
» 晋升期待

如何激励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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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 国际狮子会网站
   www.lionsclubs.org
– 中国狮子联会官方网站    
    www.cclions.org.cn
--和平海报官方网站
   www.hepinghaibao.com
– 各区狮子会官方网站      
– 微信公众平台：中狮联和平海报

• 中狮联和平海报委员会秘书处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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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投稿报名表（   展区  学校）
作品名称 　
作者姓名 　 年龄（周岁）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年级 　

学校名称 　 指导老师姓名
及电话 　

联络地址
（教师邮箱） 　 家长姓名

及电话 　

推荐服务队 　
创作说明 　

版权说明

  我在此确认上述作品为我的原创作品，不涉及
他人的专利著作权。我同意保留作品的署名权，
同意著作权的其余权益和该作品原作归和平海
报作品征集活动主办单位中国狮子会联会所有。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照片
（一寸彩色）

相关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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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xx·全国少年儿童世界和平海报作品征集活动全国总评审信息汇总表  （   学校）

序
号 姓名 出生日期 年龄 所在学校 作品名称 创作说明 作品图片 指导老师 电话、

邮箱 推荐服务队 备注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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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总冠军、佳作奖      

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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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聆 听
             
              中狮联和平主题服务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