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世界地球日 

【中国节能环保网】世界地球日 民众环境意识日

渐提高 

世界地球日（World Earth Day）在每年的 4 月

22 日，是一项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活动。该活动最初

在 1970 年的美国由盖洛德·尼尔森和丹尼斯·海

斯发起，随后影响越来越大。活动旨在唤起人类爱

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

护的协调发展，进而改善地球的整体环境。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每年都会在 4 月 22 日举办世界

地球日活动。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国内以自己的

方式来迎接“世界地球日”举办活动宣传环保。 

详情请关注>>>  

世界地球日珠三角的痛 

1970 年 4 月 22 日，是第一个“地球日”，那一天，

美国约有 2000 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演讲等群众

性环境保护运动。作为人类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

它推动了西方国家环境法规的建立。如美国就相继

出台了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和濒危动物保护法等

法规。 

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如今河流污染、土地污染、

空气污染都较为严重，碧水蓝天成为幼时的记忆，

也成为如今花再多钱也买不到的奢侈品。2012 年年

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建设“美

丽中国”，不幸的是，我们又一次在“最危险”的

时刻，才发出“吼声”。我们需要新鲜的空气、需

要清澈的河流，更需要严格的立法与执法、需要更

自觉的行动。 

 

【相关消息】 

新浪科技：国家地理频道携手超级丹推世界地球日特辑 

网易新闻：地球日主题宣传周 

光明日报： 第 44 个“世界地球日”：共建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 

网易博客：东江之子——赣粤港三地青年热论护东江 

http://www.ceee.com.cn/html/2013-4-24/news41907.html
http://tech.sina.com.cn/d/2013-04-22/13298265714.shtml
http://news.tag.163.com/68/68731/1.html
http://politics.gmw.cn/2013-04/23/content_7403987.htm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10114647840/


本期热点——世界地球日 

羊城晚报：世界地球日 “饭团”在行动 

4 月 22 日是第 44 个世界地球日，香洲区饭米粒网

联合珠海市香洲区爱家协会共同举办了“地球日米米粒

粒探秘记”系列活动。活动包括发起了关于公开征集地

球日活动主题作品的活动，组织“饭团观察团”前往淇

澳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探秘”等。本次活动于 4 月

16 日正式启动，4 月 22 日结束。香洲饭米粒网及“新

浪微博香洲饭米粒”对活动进行了为期一周网络宣传。 

详情请关注>>> 

 

114 清洁门户网·深圳：世界地球日,美领馆发起"七天

低碳生活体验" 

“纪录片‘低碳生活’的导演经常问自己：保护地

球，我应该做什么？每次的答案都是加入一个环保组

织，因为这样才能感染他人，才能被他人感染，共 同

树立环保理念。”昨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环境、科

技与卫生官员施伯宁作客侨鑫集团旗下亚太国际俱乐

部，号召广州市民用自己的行动一起保护地球。 

详情请关注>>>    

网易：丹霞山启动第 44 个世界地球日科普宣传周活动 

本月 20 日，由韶关市国土资源局、韶关市科学技

术协会、韶关市地质学会、韶关市丹霞山管委会、韶关

市丹霞山旅游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

质大队、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932 队、核工业 290 研

究所、核工业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广东省矿产应用研究

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 44 个“世界地球日”科普宣传

周宣传活动在风景秀丽的丹霞山风景区正式启动。 

详情请关注>>>  

澳门日报：鵬城世界地球日藝術展開幕 

  今年四月廿二日是第四十四個世界地球日，活動主

題確定為“珍惜地球資源轉變發展方式——促進生態

文明共建美麗中國”。國家國土資源部辦公廳要求各地

組織開展世界地球日主題宣傳活動周活動，向公衆宣傳

資源國情國策，普及國土資源科學知識、新理念、新方

法和新技術，引導全社會節約集約利用資源，促進經濟

發展方式轉變，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详情请关注>>>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dfb/html/2013-04/24/content_137773.htm?div=-1
http://www.114qj.com/special/shijiediqiuri/201303/19569.html
http://travel.163.com/13/0422/08/8T28C03700064B0G.html
http://news.qoos.com/éµ¬å��ä¸�ç��å�°ç��æ�¥è��è¡�å±�é��å¹�-1438339.html


环境评论——地球一小时 

【东莞时间网】 

“世界地球日”：地球人需要新地球 

40 多年来，地球日名气一年比一年响，规模也

一年比一年大，活动更是一年比一年多。但看看地

球的命运，却是一年比一年惨。今年说，多少物种

濒临灭绝，明年说，多少河流又要干涸了，后年说，

能源快要用完了……一句话，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

上百万年的人类不能再在地球上长久繁衍下去了。 

2013 年 4 月初，霍金参观了美国洛杉矶的一家

医疗中心。他说，一场战争，或者一次小行星撞击

这样的宇宙灾难就会将人类置于灭亡的危境。如果

无法逃离脆弱的地球，人类很可能活不到下一个千

年。不管是 200 年，还是下一个千年，霍金要表达

的信息很清楚——总有一天，地球人在地球上是没

法活了。幸运的是，他也给人类指出了一条活路—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移居到其他星球。 

详情请关注>>> 

【世界地球日】 

Earth Day Lessons 

But the real key to a new 

environmental movement resides with the 

same sorts of people who took to the 

streets in 1970, the same sorts of people 

who pitch in each Earth Day, people with 

a vested interest in protecting the earth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In short, 

everybody. The ground troops for the new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re there - in 

the one billion people working this Earth 

Day in a community near you.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CNN： Hey Earthling, it's Earth Day; time for a quiz 

新华网：世界地球日：一位“地球公民”行走两极“环境把脉”路 

台湾地球日：天天都是地球日 12 種愛地球的方法！ 

FoE(HK) China：东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现状与风险分析 

视频推荐： 

【视频: 饮水思源·东江之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jYy

MDM2.html 

（分享自 @优酷网） 

 

 

http://news.timedg.com/2013-04/22/content_13756769.htm
http://www.earthday.org/blog/2013/04/20/earth-day-lessons
http://edition.cnn.com/2013/04/22/world/earth-day/index.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4/22/c_115482415.htm
http://www.earthday.org.tw/node/5601
http://cn.foe.org.hk/live/web/gb/info.php?p=info&id=54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jYyMDM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NjYyMDM2.html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广铁绿洲环保协会凰岗小学环教 

4 月 8 号绿洲环保协会的几位干事在环教

组副组长邱雅带领下，来到凰岗小学进行以

“珍惜粮食”为主题的环教活动。  

这次的环教活动主要以教课的形式，分别

有 PPt 演示，演示了图片展，展示了现实中餐

桌上的浪费现象以及生活中的一些浪费行为。

最后的有奖问答环节更是讲课堂气氛推到了

极点。 

 

嘉应学院同心环保协会 

情系同心之丰顺之旅 

在换届即将来临之际，同心的干部干事

们都希望有一份专属自己内部活动的美好回

忆，为此组织了社团内部的友谊之旅，选址

在丰顺的龙归礤大瀑布和济公殿两个景点。 

通过这次丰顺之旅，不仅体会到快乐，

更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进一步的交流。

这一份美好的回忆将留在同心每一个人的心

中，将记住同心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更多消息】 

广工节能环保圆满举办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初赛 

广药职组织四校定向越野赛 

广工节能环保协会圆满举办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宣讲会 

嘉应学院同心环保协会“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 

广东女院绿意环协举办地球一小时活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9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9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3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2012—2013 年度上学年绿点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评选结果公示 

在持续了半年的培训和实践之后，2012—2013 年度上学年绿点

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评选工作拉开帷幕。2013 年 4 月 13 日，“优秀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和

“合格环境教育大学生讲师”的评选工作在绿客地球办公室进行，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角逐，

综合专业评委和大众评委的分数以及意见，评选结果如下： 

奖项 姓名 

优秀环境讲师 李翠玲 

合格环境讲师 陈振清、陈依娜 

此次评选工作不仅仅是一次称号和荣誉的角逐，更多的是一次互相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过

程，使大学生讲师们在实践中增强自己的专

业知识以及教学经验，进而激发环教讲师们

的环境教育热情和积极性，这次评选工作的

结束也给 2012—2013 年度上学期大学生环

境讲师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绿点将

重新调整大学生到小学开展环境教育的项

目，培养更加优秀的大学生环境教育讲师，

为更多的小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环境教育，

期待绿点新一期环境教育项目的诞生。  

 

详情请关注>>>  

 

「平步青云」第二十五讲：广美站精彩回顾：东江赤子心 青年环保行 

2013 年 4 月 26 日晚，由香港地球之友、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主办，广州美术学

院绿艺环境保护协会承办的[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五讲“东江赤子心,青年环保行”在广美生

活区小舞厅举行。本次讲坛的主讲嘉宾分别为第一届东江之子，拜客广州、鸟兽虫木自然保

育会与急救南岭小组发起人之一的王靖；第三、四届东江之子，第三、四届东江之子，广东

省大学生环保社团联盟创始人及前理事长，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创办人及执行总监，团中

央保护母亲河行动“母亲河奖”提名奖获得者”许建培；第五届东江之子，寻乌县碧蓝环保

协会创立人温文书。特邀嘉宾「香港地球之友」副主席吴方笑薇女士，当晚她以座谈的方式

与三位东江之子密切交流，与大家一同分享青年人的东江情缘和环保路程上的点滴故事。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93


【拜客广州】 

单车游台湾，未完待续——记第6期拜客沙龙 

2013 年 3 月 31 日下午 3 点，以“单车游台湾，

未完待续”为主题的第 6 期拜客沙龙在中山大学熊

德龙学生活动中心举行。在温馨的 106 空间， ULC

文化地理硕士安宁、南都资深摄影记者陈辉、华工

本硕博连读高材生万圆与到场的对台湾感兴趣的单

车爱好者分享他们骑游台湾的经历见闻，其中不乏

趣事、囧事、新鲜事。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恒生银行义工队植树活动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香

港恒生银行义工队一行 14 人、

各大媒体记者 5 人以及香港地

球之友员工共 29 人在寻乌县菖蒲乡黄田村和三标乡

东江源村开展植树活动。义工们与村民同吃同住，体

验当地生活习俗；观察动植物、沿途捡拾垃圾、登山

植树，了解当地生态情况，思考农村环境保护现状；环境教育，鼓励当地小学生热爱大自然、

保护环境。 

详情请关注>>>  

赣粤港三地青年热论护东江 

3 月 22 日是世界水日，为鼓励饮东江水的年青人

能饮水思源，香港地球之友于 3 月 16 日在广州举办首

届“青年水论坛”。六十多名来自江西、广东和香港等

东江流域城市的青年和各个领域的专家，一起探讨青

年人可采取什么行动保护东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在热

烈的讨论气氛下，参会青年最后在城乡互动、环境教

育、垃圾分类、生态体验和农业发展等各方面，提出了

几个初步行动方案，成果令人鼓舞。 

详情请关注>>>  

【招募公告】 

香港地球之友·第十一届东江之子招募   

 详情请关注>>>  

 

第四届“游香港，学环保”义工奖励计划招募（2013） 

详情请关注>>>  

 

 

http://bikegz.org/article-247-1.html
http://bikegz.org/article-247-1.html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170314438/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170314438/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10114647840/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10114647840/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2642444596/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32642444596/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4233914179/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4233914179/


环保小 tips：省油驾驶九大法宝 

法宝一：先暖车后起跑 

冬天出门前先热车一到三分钟，让水温达到 40℃以后才起步。并且让车子稳定行驶 1

至 2 公里后再加速。这样可以减少燃油的消耗，也对车子的引擎和汽车部件都有好处。 

法宝二：柔和起步 

挂低挡起步，缓缓地踩下油门踏板，缓慢加速。让汽车达到一定挡位速度时，学会听着

发动机的声音来逐步把挡位从低换到高。这可以减少发动机的升温时间，增加燃油的利用率。

如果启动时轰大油门来提速，这样不但伤车也会大大增加耗油量。 

法宝三：使用经济车速 

一般轿车的经济时速处在 60Km/h～80Km/h 之间。车速低时，活塞的运动速度低，燃烧

不完全。车速高时，进气的速度增加导致进气阻力增加，这些都使耗油增加。 

法宝四：轻抬油门 

如果猛抬油门，则会使发动机转速突然降低而起到牵阻作用，抵消一部分行驶惯性，并

使汽车产生“颤动”，而使耗油量增加。 

法宝五：换挡及时 

换挡要快而及时，特别在斜坡上行驶，换挡的时间越短，汽车的动力性就发挥得越好，

就越能节省燃料。如果换挡不及时，并且手脚配合不好而空踩油门，那必然大大地增大油耗。 

法宝六：减少使用制动 

制动实质上是一种能量转化的过程，制动意味着能量的消耗。所以在通过交叉路口、下

坡，都应提前抬起油门，如果车子性能好，也可以挂空挡溜车，使汽车自然减速达到“以滑

代刹”的目的。 

法宝七：保持跟车距离 

如果道路拥塞，而前车又经常刹车，就应该和前车保持足够的跟车距离，这样可以既可

以从容减速，有可以减少制动次数，以达到省

油的目的。 

法宝八：高挡行车省油 

一般来说，尽可能使用高速挡行车，少用

中间挡。在广州这样的城市道路，当时速达到

40 公里以上时，足可以换上五挡了。当然，也

不要在高挡位拖档行驶。要学会听发动机的声

音来换挡，并且要了解自己车的情况。当发动

机要“发抖”前，就要把挡位降下来，让车速

提上去再换回高挡。 

法宝九：学会安全滑行 

汽车在行驶中，挂空挡靠汽车本身的动能

或下坡的势能继续行驶，称为滑行。滑行时一

般发动机怠速运转，发动机只消耗很少的油，因此滑行是一种节油操作方法。滑行可分为加

速滑行、减速滑行和下坡滑行。加速滑行是在平坦、宽直、行人和车辆都较少的道路上，先

加速，当车速达到一定数值后，挂空挡，利用汽车惯性行驶。若车加速性能良好，加速时所

用的时间短，耗油也少。加速滑行过程就是省油过程。减速滑行是指需要减速时，提前换入

空挡，采取以滑代刹的方法。减少了不必要的制动所消耗的动力，不但可以省油，还可以减

少机件的磨损。但必须保证安全行车。切记雪后及雨后不要空挡滑行。 

 



环保工艺品：废物利用 

 
家里水龙头离水池太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哦，既方便又环保！ 

 

 

手工 DIY 用纸巾筒做笔筒，超级实用~而且

废物利用，低碳又环保哦~ 

 

 

用完的塑料桶还能变成小小垃圾铲，很方便

的哦~ 

 
平时喝酸奶剩下的酸奶盒洗干净了可以 DIY

个收纳盒，收纳个首饰、袜子神马的非常好

用哦~  



NGO 招募 

 

1、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环教项目全职

与实习生招募 

招募人数：各 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2、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招聘职员和实习

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18 日  

详情请点击>>>  

 

3、广州金丝带招聘总干事及项目专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4、广东省盈峰慈善基金会招募骨干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16 日 

详情请点击>>>  

 

5、香港阳光儿童基金有限公司诚聘社工和辅

导老师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清远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6、广州市人人社会服务中心招聘助理服务主

任及一线社工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4 日 

详情请点击>>>  

 

 

7、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8、厦门市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招募项目

助理及行政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厦门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9、广州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项

目总监及社工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4 日 

详情请点击>>>  

 

10、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招募项目专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5 月 24 日 

详情请点击>>>  

 

11、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活动

助理及社工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2、广州市海珠区土华爱护动物协会招募全

职多名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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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网址：www.gpaction.net  

电邮：gpaction@vip.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gpaction  

 

 

拜客广州 

网址： http://bikegz.org/ 

电邮：bike.gz@163.com 

博客：http://bike.gz.blog.163.com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bikegz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http://www.foe.org.hk/  

电邮：foehk@foe.org.hk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foehk 

 

 

欢迎投稿：lkdqyuekan@gmail.com 

 

投稿须知：本月刊“环境评论”、“环保小 tips”两

栏目长期征稿，限于环保话题，投稿若被刊选，将

酌情奖励。 

 

温馨提示：为节约办公资源，广州市绿点公益环

保促进会、拜客广州、香港地球之友（大陆办事处）

三大机构的办公地点已经合并。 

 

办公室地址：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恒信路信和街 10

号粤信广场嘉东楼 1407-1408 

   

编辑:袁淑文 游路西 

 

助理编辑：林淑漫 梁斯洁 陈美玉 

 

订阅方式：以邮件名“订阅绿客地球月刊”发送

邮件到 lkdqyuek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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