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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独立、国际化——普利策中心通过资助高质量的新闻报道项目，和建立广泛的

教育合作，从而深入参与全球事务。

      普利策中心一贯支持记者使用新媒体平台进行报道。今年的年报正是专为网页阅读和

社交媒体打造。欢迎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也请将之转发给您的朋友们！

      幸运的是，普利策中心不仅拥有董事会的大力支持，还有杰出的记者，媒体合作方，

和一支一流的工作团队。对他们，中心的捐助人，及所有读者，我们满怀感恩。

Emily Rauh Pulitzer，董事会主席

Jon Sawyer，执行董事

普 利 策 中 心

1
pulitzercenter.org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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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们在49个媒体平台上发表了364篇报道。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

新  闻  故  事

      在《西雅图时报》上
发表的关于海洋酸化的多
媒体系列报道，展现了环
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并
分析情况将加速恶化的原
因。

      为PBS新闻时间和《弗
吉尼亚季评》制作的页岩
气开采报道，通过跨大西
洋的独特视角来关注这种
尚存争议的能源。

      发表在《纽约客》杂
志上的一篇文章，带读者
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的内衣店了解当地女性如
何在工作场合争取平等权
益。

      与MediaStorm合作的
多媒体报道，通过影像聚
焦日本崩溃的社会安全网
络的受害者。

      一篇探析马里分裂如
何造成北非地区恐怖主义
威胁的报道被发表在《大
西洋周刊》上。《君子》
杂志（Esquire）将之评为
本年20篇最佳读物之一。

      在法国《世界报》上
发表的系列文章，报道半
径横跨整个北极。从挪威
到俄罗斯，从格林兰到加
拿大再到阿拉斯加，个体
的故事展现了气候变化的
全球影响。

      一整期的《诗歌》杂
志以一首阿富汗的两行诗
《Landays》为载体，结合
照片、翻译及文章诠释当
地女性的权益。

      《纽约客》杂志刊载
Mattathias Schwartz在洪都
拉斯的长篇深度报道，从
美国缉毒局错使四位平民
无辜惨死的事件入手，揭
露了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
徒劳无功的“毒品战争”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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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录  片

《罪恶滔天》 The Abominable Crime
讲述在牙买加禁止同性恋法律所导致的社会恐同
氛围下，同性恋者为了自由、安全和理解展开的
斗争。
由Micah Fink执导。

《停火地带》 No Fire Zone
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尾
声。
由Callum Macrae执导。

《无法无天》 Outlawed in Pakistan
透过一个强奸受害者的眼睛看她的国家——巴基
斯坦的司法缺陷。
由Habiba Nosheen 和Hilke Schellmann执导。

《希望的种子》Seeds of Hope
一个顽强生活的强奸幸存者，仿若希望的灯塔般
闪耀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地上。 
由Fiona Lloyd-Davies执导。

报  道  项  目

这一年，我们资助了专业记者的68个报道项目。正如下面列出的这几个一样，很多项目

通过多方协作完成，以全媒体的方式展现——这也正是普利策中心的特色。

      全球化的商品制造让
产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两获普利策奖的Larry Price
在非洲和东南亚拍下了金
矿开采中大量使用童工的
震撼场面。

      Sharon Schmickle与
坦桑尼亚记者合作的非洲
食品安全报道发表在《华
盛顿邮报》和《得梅因记
事》（Des Moines Regis-
ter）上。这篇报道在爱荷
华州得梅因主办的世界粮
食奖大会上广获好评。

      德国记者Rieke 
Havertz与芝加哥摄影师
Carlos Ortiz就芝加哥枪
支暴力问题的跨国合作
报道，通过国家公共广播
（NPR）、CBS新闻、芝
加哥论坛报与受众见面。

      刚果东部地区的系列
报道，关注性暴力、和平
开采、流浪儿童服务项
目，以及联合国的平民保
护行动等话题，发表在多
类型媒体上。

由普利策中心支持的4个长期报道计划在2013年以纪录片的形式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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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 马 路 杀 手 ” 地 图

      我们用交互式地图方式报道了交通安全
对世界各国公共健康的挑战。这份“马路
杀手”地图被CNN、PBS新闻时间、《每
日邮报》在线、《大西洋城》等众多媒体
和博客转载。
      自8月15日地图上线后，点击量超50
万，读者几乎覆盖了所有国家。

走 进 中 小 学

通过332场学校活动，我们在2013年与美国和欧洲的16000名学生和老师面对面交流。

学生媒体制作

      普利策中心记者和工
作人员在视频、摄影、写
作等工作坊中担任学生报
道项目的老师。我们与
芝加哥的自由精神媒体
（Free Spirit Media）的
合作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
头。

培养国际意识

       Paul Salopek的“走出
伊甸园”报道项目追踪了
他从埃塞俄比亚步行至巴
塔哥尼亚的旅程。此后，
他带领中小学学生体验步
行的美妙，用新闻影响学
生的世界观。

教学标准

      我们的教学计划，专
业发展机会，多达350个的
报道项目为教师们达到教
学目的，提供了丰富的选
择，并帮助学生达到课程
要求。

加入我们

      与普利策中心记者们
面对面，视频对话，或进
行课程教学，这还仅是我
们多样化的教育项目的冰
山一角。让你的课堂更具
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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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书

       我们的电子书登上了苹果电子书商城
和Creatavist的首页推荐。
      《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Utne 
Reader》和《Mongabay》都重点推荐了
我们报道中国环境问题的电子书《融化》
（Meltdown）。
        2013年，我们的电子书在苹果商城总
下载量超过了3100次，在亚马逊下载量超
千次，在网页上也有超千次的点击量。

走 进 大 学 校 园

加入普利策中心校园联盟大学的数量攀升至20个。

超过6000人参加了我们与学校共同主办的近140场活动。

走入校园

      普利策中心记者定期
访问校园联盟的成员学
校。在这一年中，记者
Dimiter Kenarov就页岩气
水力压裂的演讲是我们校
园访问的亮点之一。

职业发展

      成员学校的学生能从
经验丰富的普利策中心记
者身上学到鲜活的实践知
识。我们的学生记者项目
和实习项目也能为学生提
供真正的新闻实践经验。

探索问题

      成员学校可以基于自
身的项目需求，与普利策
中心合作，选择特定报道
项目作为校园活动主题。

导师制度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开设了一门课程，
将普利策中心记者和大学
学生结对，让学术研究与
新闻学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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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的 力 量

      在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普利策中心推出
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计划，与大学和科研机
构一道，深入探索宗教信仰和公共政策的
交叉点。
      “五旬节教地图集”应运而生。通过
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的交互式地图，追
踪五旬节教这个世界上最快传播宗教的发
展。我们在宗教和公共健康上的工作得到
了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大力支持，
并被《华盛顿邮报》重点推荐。
      同时，我们也与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
研究学院合作，探讨中国宗教与环境关系
的主题，特别关注中国政府最新提出的“
生态文明”思想。 

学 生 记 者

作为校园联盟项目的一部分，22名学生今年获得了普利策中心报道奖学金。

此外，三个2012年的报道项目获得了专业记者协会颁发的奖项。

嫁妆的暴力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
生Varsha Ramakrishnan报
道了印度的“强制嫁妆”
现象，以及它折射出的重
男轻女的传统和现代思想
相冲突的问题。

水权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
Steve Matzker和Jennifer 
Gonzalez通过多媒体方式
报道尼泊尔水坝建设项目
对经济、健康和环境带来
的影响。

现金转移

      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的Kerstin Egenhofer报
道了一个简单的消除贫困
策略：给穷人钱，然后让
他们决定怎么花掉它。

创新养殖

      伊隆大学（Elon 
University）的Kassondra 
Cloos和Rachel Southmayd
成功采写了关于位于古巴
的可持续的私营有机农场
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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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活 动

2013年，我们的特别活动有1300多人参加。

阿富汗诗

      由阿富汗女性撰写，
普利策中心记者Eliza 
Griswold和Seamus Murphy
收集的阿富汗诗歌集在纽
约和华盛顿通过读诗会的
方式与观众分享。

电影节

      为期一周的首届“普
利策中心电影节”在华盛
顿举办。此后，我们在华
盛顿环境电影节上展示了
以海洋报道为主题的电影
作品。圣路易斯国际电影
节也将两部普利策中心影
片列为精选。

边疆

      我们在Fotoweek画廊
展览了由摄影师Louie Palu
和 Tomas van Houtryve在
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以及
朝韩边境上拍摄的作品。

普利策演讲系列 

      我们主办了12场由普
利策中心记者主讲的讨
论会，每场参加人数在
25-50人不等。涉及话题
非常广泛：从马里的恐怖
主义，到小儿麻痹症。特
别要感谢这些来普利策中
心演讲的记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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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媒 体

欢迎在Twitter、Facebook、Tumblr和Pinterest上搜索“Pulitzer Center”关注我们！

您也可登录我们的网站订阅每周推送的新闻邮件。

@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
weibo.com/p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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