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国际水族馆大会
会议安排

今日的水族馆应齐心协力成为并被视为负责任、有承诺的机构，成为并被视为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者及
科学文化的传播中心。水族馆应为公众所表达忧虑和所提出解决方案代言。
2022 年国际水族馆大会为水族馆提供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以分享各自的良好实践并确定共同面对
的优先事项。
每年全世界的水族馆总共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参观者，由此可让公众知悉和了解影响水生世界的问题与
挑战，动员公众参与到影响海洋和人类未来的问题中。
水族馆专业人士之间的工作合作与经验交流有助于每位成员改进其水族馆和环保有效性，同时确保经
济发展，并大力促进公众参与的行动。
2022 年国际水族馆大会所选择的主题将允许与会者探索水族馆如何在其日常活动、研究行动和保护
计划方面通过动员公众、所有利益相关者来进行科学、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参与，这也是我们促进水族馆发展的
必要条件。

总主题
水族馆：为“蓝色星球”而努力行动
水族馆在今日肩负着至关重要的特殊使命。在全球性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的大背景下，
水族馆既是了解海洋的窗口，也是进行交流的平台，在此，我们能发起并支持海洋保护行动，对海洋世界获得
更好的了解。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最新报告，大约 66%的海洋
环境因人类活动而被严重改变，只有 3%的海洋环境尚未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水族馆的承诺和参与对海
洋和地球的未来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
在我们的“蓝色星球”上，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机会亲眼目睹美丽、和谐的海底世界。目前，在世界总
人口中仅有 0.3%的人从事水肺潜水或使用简单的面罩和脚蹼进行潜水活动。因此水族馆成为人们与大多数人
无法企及的海底世界之间的桥梁，成为人们与海底生物相约的场所，水族馆为我们提供了无可替代的体验，在
这里，我们激动不已，在这里，我们探索发现，水族馆也因此提高了我们对保护这个受到人类活动威胁的脆弱
世界的意识。
2003 年 OCEANICS 欧洲公众调查显示：水族馆被公认为有关海洋信息的最可靠信息源，其可信度超
过电视和平面媒体。在这个越来越信息饱和的世界中，主观学说往往胜过科学事实，水族馆应加强其作为可靠
信息源的地位，并应在有关动物福祉的社会辩论中表明应有的立场。
在水产养殖和物种繁殖领域，在提高物种生物学和海洋自然环境生态学方面，水族馆处于创新和研究
的最前沿。水族馆是物种保护的行动者，例如通过实施或合作实施原生地（在野外）或异地（在水族馆中）的
物种保护计划。

水族馆是科学文化的圣殿，它创造、传播科学知识，动员公众参与，特别是年轻公众的参与。水族馆
也是表达的平台，公民可以在这里表达他们对环境的忧虑，可以在这里了解目前海洋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他们日
常生活的影响。水族馆因此可以支持参观者渴望行动的意愿，提议他们参与到海洋保护倡议中。
最后，水族馆网络是在国家和国际机构层面动员和行动的力量。水族馆通过自身的承诺和参与，旨在
令海洋成为决策中被考虑的重要因素，旨在令海洋成为人类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

大会第一天——发起总主题
主讲嘉宾（以下简称“主讲人”）：在大会开幕当天，我们邀请了海洋保护和水生环境保护方面的人士，以及
全球范围内统一海洋保护行动的发起者，他们将与我们分享各自的见证与感言，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与讨论。

此后三天的三个主题：
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每天将以“主讲人”的发言开始，每天涉及三个主题组成部分之一。
在“主讲人”发言后，将立即安排由组委会选出的这三个主题的代表性演讲。

为海洋生物多样性服务的科学技术承诺和参与
主讲人：
- 第一位演讲者是水族学科技史专家
- 第二位演讲者是国际海洋科学项目方面的专家

关于该主题的一些详细概要：
•

•
•
•
•
•
•
•
•

与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计划的关系：水族馆是有关水生环境知识
的主要创造者，水族馆能为更好地分享知识，在更广泛程度上动员公民保护海洋而贡献集体力量。由
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COI）发起的倡议和实施的一系列工具介绍：全民海洋素养（Ocean Literacy
for All）平台、青年论坛、蓝色学校、展览、公众咨询……
掌握水生动物养殖，确保动物健康与福祉
了解物种的脆弱性以及在自然环境中和人工环境中影响其生存的因素
掌握物种繁殖
物种保护中心（例如：世界珊瑚保护中心）的设立有助于保护濒危物种
与研究机构、大学等的交流和合作伙伴关系
动员团队专长知识，推进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参与
通过在水族馆的研究来实施和/或支持实地保护倡议，并向参观者宣传、推广这些行动
……

通过教育、科学知识创造和意识提高的社会承诺和参与
主讲人：
演讲者是研究社会不同组织机构与水族馆、动物园和动物公园之间关系的专家

关于该主题的一些详细概要：
•
•
•
•
•
•
•
•
•
•
•

对鲜活海洋动物的创新展示，以提高对海洋生态系统复杂性和脆弱性的意识
实施有创新性的博物馆展示和场景展示，以作为鲜活海洋动物展示的补充，由此涉及如气候等更广泛
的主题（使用新媒体、虚拟现实技术……），并令最新研究结果更平易近人。
设立教育性活动，提议实地行动、保护行动和参与式科学
创建与海洋挑战有关的科学性、文化性内容
与所有类型的参与者（公共机构、政治、教育、科学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在地方、国家和
国际层面建立交流与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提议积极的公民倡议来促进公众参与，支持实地保护行动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水族馆之外陪伴参观者，创建能超越简单的水族馆与参观者之间关系的沟通
和能够支持社会参与的传播
适应危机情况。例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水族馆：维持与公众的联系，继续发挥在水族馆之外的动员
作用
传播水族馆作为海洋保护参与者对自身的洞察，推进水族馆“使命”的演变
企业行动能否为水族馆的健康经济发展出力？
……

保护海洋行动的政治承诺和参与
主讲人：
演讲者是致力于海洋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府机构的代表。

关于该主题的一些详细概要：
• 公共领域决策者和私营领域决策者对与海洋有关的挑战的代言使命
• 设立、参与和传播由水族馆及其合作伙伴在水族馆中或在野外实地发起的研究。
• 发挥“大使”作用，将水族馆开展的公众咨询结果向决策机构传达
• 分享挑战，咨询和参与有关海洋环境管理和保护的决策
• ……

通过 8 个子主题的延展
2022 年国际水族馆大会令水族馆能够分享各自的承诺和参与、创新与经验，我们可以将这些整合为以下 8 个
子主题：
-

科技发展
物种繁殖
动物护理
保护
场景展示，文化性和科学性内容的创建
教育、提高意识、动员
水族馆在社会中的地位
对全球性疫情的适应

关于子主题的一些详细概要：

科技发展
水族馆不断推进技术发展，其中涉及水监测，新池塘的建造，使用更可持续性资源，如可持续性能源。
本子主题将讨论水族馆如何组织、参与并与创新企业合作，在越来越要求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的背景下
谋求自身发展。

物种繁殖
本子主题将特别讨论在水族馆中物种繁殖方面的创新。
有关物种繁殖的知识在物种保护中至关重要。
从自然环境中提取物种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未来水族馆通过网络式协作将掌握物种繁殖，以实现自
然环境中的零提取目标，未来水族馆将增加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并参与到生态系统管理中。

动物护理
动物护理、兽医领域的进步、有关物种的医疗培训以及动物护理人员的日常工作，所有这些努力允许我们回应
动物福祉问题，并就动物的笼养问题让参观者放心。通过该子主题，我们将了解到水族馆中实施的创新与承诺。

保护
水族馆在积极参与脆弱物种保护和濒危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得益于与合作伙伴在水族馆或野外实地开展的长期饲养方法和项目，水族馆努力在日常工作中提高科学认知，
发展有关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研究，从而能在其保护工作中采取切实、具体的行动。

场景展示，文化性和科学性内容的创建
水族馆应不断创新，以吸引新参观者，例如通过使用全新的沟通和交互方式，以便向更广泛的公众，如幼儿、
家庭和内行公众，解释生物多样性和海洋保护中的主要挑战。
场景展示如何能回应这些问题？在展览和内容方面有哪些创新？对此有哪些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如何定义未
来参观者的体验？

教育、提高意识、动员
水族馆是探索和提高对海洋动物和海洋生物多样性认知的优先教育工具，水族馆是就各种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和
参与的平台，例如威胁海洋和人类的环境挑战，水族馆也是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特殊场所。无论是参观游览、
趣味工坊，还是在水族馆之外，或通过数字工具，水族馆都应不断创新，以提供教育、教学工具，展示其在海
洋教育中的领袖地位。

水族馆在社会中的地位
水族馆拥有在社会不同参与者与海洋环境之间起到催化、促进作用的所有优势，这其中包括公众、媒体、企业、
政客、科学家、讲解员和教育者……多年来，水族馆一直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展合作，推动针对各种各样主题
的研究项目、传播活动和宣传倡导，例如：对海产品的可持续性消费、气候变化、创新发明……这些合作项目
令包括最终用户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参与到海洋保护中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这些合作项目拥有强大的沟
通、传播能力，并促成了具体、切实的行动。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将动物在其原生地之外介绍的做法越
来越引起分歧，为此，水族馆应在这场辩论中表明立场，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并让公众了解到他们的行动。

对全球性疫情的适应
水族馆如何经历并采取措施以适应全球性疫情，有哪些值得交流的经验，有哪些教训以及面向未来的战略？

会议安排中包含的其他活动
•
•
•
•
•
•
•

会前和会后游览：参观欧洲水族馆
整个大会期间设有海报展示和每日海报环节
参展商沙龙，与专业公司见面
对瑙喜嘉法国国家水族馆的自由参观和深入导览参观
城市探索活动
地区探索活动
国际水母大会：International Jellyfish Conference

公众咨询
围绕 2022 年国际水族馆大会的所有参与者和所有水族馆发起的公众咨询，以便了解和总结 30 年来水族馆界
为保护海洋而实施的工作。
该公众咨询旨在盘点水族馆界 30 年来的承诺和参与，并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您对水族馆未来的愿景是
什么？”。
本调查的分析可作为本地大学和国立大学学生的研究课题（社会科学、人类学专业）。

公众会议：主题关于“水族馆界：30 年来对海洋保护的承诺和参与”
我们将在公众会议上宣布公众调查结果，并邀请独立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将为水族馆的主要角色带来精辟、
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初拟日程安排
时间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 月 30 日

10 月 31 日

05:0007:30
8:0008:30
8:3009:00
9:0010:15
10:1510:45
10:4512:30
12:3014:00
14:0015:15

签到

致欢迎辞

11 月 2 日
鲜鱼拍卖会导览参观

11 月 3 日

签到

签到

签到

主讲人主题：科学承
诺和参与

主讲人主题：社会承诺
和参与

主讲人主题：“倡
导”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介绍

11 月 4 日

上午茶歇 / 海报环节
主题介绍：
主讲人
签到和
会前参观

15:1515:45
15:4517:00
17:0017:45
17:4519:00
19:0022:00

签到

11 月 1 日
鱼品加工厂导览参观

介绍
午餐

介绍

介绍
下午茶歇 / 海报环节

介绍

介绍

海上游览 / 城市观光 / 渔业和水产养殖设施参观
开幕招待酒会，
瑙喜嘉法国国家水
族馆

在餐厅用晚餐，
市中心

请注意，本会议安排仅为初步拟定，可能会有变动或修改

在餐厅用晚餐，
市中心

在餐厅用晚餐，
市中心

闭幕宴会

国际水母大会
和会后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