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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共同出版的《青年交流》（英文版）一
书，重点放在“全球城市青年消费者”。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作为许多国家的学校，青年或消费者方面
的非政府组织等开展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教育的指南。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青少年对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的认知程度，经ＵＮＥＰ同意并授权，中国国家环保总局
宣教中心（ＳＥＰＡ ＣＥＥＣ）负责组织专家及志愿者将《青年交流》手册译成中文并增加了中国特色的案例，目
的是将手册作为一种实用工具，从节约能源、减少垃圾、绿色采购以及建立可持续生活方式等方面，面向
青少年开展宣传，帮助他们提高可持续消费的意识。这本手册将发放到全国各地。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本书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其中凝结了很多人的汗水，他们为这本书的出
版成册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
首先感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司（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司长莫尼卡·百步（Ｍｏｎｉｑｕｅ Ｂａｒｂｕｔ）女
士和ＳＥＰＡ ＣＥＥＣ主任焦志延女士对此项工作的指导和重视。
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生产和消费处策略室项目官员伊萨贝拉·马洛斯（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Ｍａｒｒａｓ）女士和专家肖兴基先生
承担此书的出版协调工作，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生产和消费处策略室主任巴斯·德·里乌（Ｂａｓ ｄｅ Ｌｅｅｕｗ）先生和国
家环境保护总局（ＳＥＰＡ）国际合作司国际组织处处长涂瑞和先生、项目官员方晨怡女士对此书的出版给予
了大力支持。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生产和消费处高级项目官员赵巍女士为该书做了修改和特别联络工作。
本手册的翻译工作由环保志愿者义务完成，中国日报国内部主任朱宝霞女士为这本书的翻译和修改做
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师生和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的同学组织收集的中国可持续生
产与消费方面的案例使手册颇为增色。
北京绿色视点图文社承担了本手册的图文设计工作，中国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资助了中文手册的印刷。
在此，对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青年交流》手册中文版编写组
二○○五年四月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 ２００２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本手册在申明资料来源的前提下，允许不经版权所有者的特别许可而以任何方式使用全部或部分内
容，用于教育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获得以本手册为蓝本的
任何出版物，并在未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申请并获得书面授权之前，本手册不
允许出售或者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２００２年第一版
本手册中所提及的实体名称以及素材的表述并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观点：
包括不同国家、领土、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及其地位的权威性，以及国与国之间边界和临界的界定。
此外，文中观点以及所提及的贸易名称或者商业程序，并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的观点或者政策。
联合国出版物 ＩＳＢＮ ９２－８０７－２３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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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全球危机。经济和社会发展给我们的环境带来几乎无法承受的压力。
低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加大了地球南北之间的差距。
据预测，如果发展中国家都象发达国家那样消费，人类至少再需要4个地球。
年轻人构成了社会消费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 今天 的消费习惯将对 未来 的消费方式起
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消费者做出的决定对市场和 生活方式 的影响正在加大。因为通过努
力，他们可以将浪费式的消费方式转变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
作为联合国的环境卫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强调在世界范围内改变消费生产方式和态度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强调发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模式所需要的能力、技术
和承诺的同时，也指出了教育在观念、价值观和行为形成方面所起的作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通过青年交流计划向年轻人展示：通过我们
每一个人的努力，将我们对地球美好明天的愿望付诸于日常行动是可行的。

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克拉斯·特普费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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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青年交流》手册是一本很好的书。
１９９２年里约环发大会之后，中国率先颁布了《中国的２１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作为
国家战略，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进入２１世纪，中国
政府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
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同时，中国政府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
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可持续消费需要每一个人付诸实际行动。青少年是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改变未来的主要
力量和动力。转变青少年的消费习惯，提高青少年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是环境宣传教育的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青年交流》手册从防止污染、出行、减少垃圾、节约能源、购物以及建立可持续生活
方式等方面，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提供给读者，特别是向青少年宣传，并帮助他们以及非政府
组织和教师们提高可持续性消费的意识，并大力支持青少年把理论、理念应用在实践中，并
通过青少年影响和带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区，直至整个社会。
我相信，通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建立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方式，在中国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

5

２００４年５月

青

致
谢

年

交

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此向那些
为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指南（《青年交流指南》）的创作和评注倾注了时间和精力的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
本手册由媒体、生态与技术联盟（简称 ＭＥＴ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司（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素质教育促进部（ＥＤ／ＰＥＱ／ＥＳＤ）以及国际消费者联盟共同合作完成。
`
ＭＥＴＡ参与该项目的项目人员有：巴翠几亚·卢戈·卢普伊诺和麦达维·巴特
（项目理念，出版

和策划）以及皮特·威廉斯（项目支持）。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助理项目官员伊萨贝拉·马洛斯和ＥＤ ／ ＰＥＱ ／ ＥＳＤ项
目专家朱莉亚·赫斯都对此项目给予了大力协助。国际消费者联盟的克里斯汀·耐特和阿里纳·特
贞对本项目提出了建议，并参与了编辑工作。此外，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可持续消费
项目协调员巴斯·德·里乌对该项目的支持。
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指南的最初几稿曾交送ＵＮＥＰ和ＵＮＥＳＣＯ的“青年、可持续消费和生活
方式研讨会”（巴黎，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６－７日）的专家组成员进行初审。该专家组最早向ＵＮＥＰ与
ＵＮＥＳＣＯ提议为青年人可持续消费建立信息和教育资料库，指导年轻人树立可持续消费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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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传教育中心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网络中心和环境保
护影视制作与培训基地、国家环境宣传教育对外合作的窗口。其主要职能包括：
１、拟订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等重大环境纪念日和全国环境宣传活动计划并组织实施；
２、协助总局为省级环保局长岗位培训和地方党政干部环境知识培训提供技术支持；
３、受总局委托负责全国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大学等绿色系列创建工作；
４、组织编写、制作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材料、教材和音像制品；
５、承担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相关培训及教学研究工作；

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宣传教育
中心

６、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７、协助总局开展全国环保系统宣教队伍规范化建设并对地方环保宣教中心给予业务指导。
中心下设宣传（包括资料中心）、教育（包括ＩＳＯ１４０００培训部）、干部培训室和音像室四个部
门。现有员工４８人，其中正式职工３０人，项目聘用人员１８人。硕士学历１２人，大本学历１９人，
大专６人，大专以下１１人。

《青年交流》手册中文版编译组
组组长： 焦志延 （ＣＥＥＣ主任）
副组长：贾宝峰 （ＣＥＥＣ副主任）
专组家： 朱宝霞 （中国日报国内部主任）
石宝磊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翻组译： 徐宝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成组员： 陈宝瑶
马宇飞
联系方式：０１０－８４６４６３６１
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ｅｏｌ．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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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空调
有限公司
资助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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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节约用水与水资源安全

（可持续消费理念；介绍４倍和１０倍法，理念

消费：事实和数据；南北分配失衡：一个

转换的措施）

严峻的问题

10 青年交流计划

36 无害消费

世 界 上 的 年 轻 人 ；信 息 的 作 用 ；Ｕ Ｎ Ｅ Ｐ ／

童工；接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状况；性别

ＵＮＥＳＣＯ在青年和可持续消费方面的创始工作

歧视；人权

12 建立可持续生活方式

41 我们活着，也让其它生物生存

可持续消费：一个多面体的问题；事实和数

用动物做实验和虐待动物；生物多样性；

据；相关议题分析

濒危物种

14 当心

45 立即行动

食品危机；更多信息需求；如何削减化学制

全球化；知情选择；加强消费者的审核；

品、城市空气污染

责任投资

18 交通
机动车；含碳化合物的排放；汽车依赖症

目录

49 发现地球村
媒体教育；广告影响；权利和义务；偶像
与观众

20 旅行
大规模旅游的影响；可持续的假日旅游

52 网络：使用说明
为什么选择网络？一种训练工具；

22 削减废物

我们的网站：ｗｗｗ．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ｔ

生产：事实和数据；生态设计；有效的５Ｒ原则

54 循环经济
27 优化能源
消费：事实和数据；

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是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然的选择和必要的保障

可再生能源；节约能源

55 部分名词解释
30 气候预测
气候变化，臭氧层缺失；事实和数据

四倍因子理论和十倍因子理论；生态足迹；
Ｅ数代码；ＰＣ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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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消费是通过每个人更负责任的行为，寻找能够有效解决社会与环境发展不平衡的方
法。可持续消费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使用和废弃密切相关，为人们重新思考产品和
服务的生命周期提供了根据。可持续消费的目的是确保整个人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减少

可持续消费简称ＳＣ

这个目前仍被世界广泛应用的定义，来
自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纽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第４３页）

浪费和避免对环境的破坏。
可持续消费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联合国对此极为重视：
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子孙后代获取他们自己的需要。

政府、立法机构、ＮＧＯｓ和商业界有责任为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发展提供“工具”，全球的消
费者／公民的行动可以促使这些团体更快和更好地行动起来。
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两个国际机构，UNESCO和UNEP的联合行动。该行动旨在使青少

年了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机遇，并帮助他们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
UNEP-DTIE在全世界范围内
10

与专家谈论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
外延。它的可持续消费网站，作

所有关于可持续消费的观点都强调应该优先考虑减少消费，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采用与现

为争论和信息交流的论坛，向世

在不同的消费方式以及如何高效率地消费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许多情况下，重新选择消费方式

界开放。可通过以下网址加入：

才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ｓｕｓｔ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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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为了生存，全世界仍有20多亿人需要更多的消费：
全世界仍有许多人仅仅为了生存而需要更多的消费。其他的人则需要选择更负责
任的消费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在同样能够满足世界人口的需求和愿望的前提下，资
源的消耗以及废弃物的产生大大减少。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4倍和10倍法（Ｆａｃｔｏｒ ４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１０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该方法
认为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应当能够用一半的宝贵资源养活两倍的人口，到２０５０年，工业化国家
资源的生产力必须提高１０倍。如果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能更持久、更平等地获得资源，那么生产
和消费的效率必须大大提高（４倍－１０倍）。

ＵＮＥＰ，青年与可持续消费，
内罗毕／巴黎， １９９９，１０

参见５５页名词解释
．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ｓａｃｋｅｒ， Ａｍｏｒｙ Ｂ Ｌｏｖｉｎｓ
ａｎｄ Ｌ Ｈｕｎｔｅｒ Ｌｏｖｉｎ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ｕｒ：
Ｄｏｕｂｌｉｎ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Ｈａｌ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ｓｅ， Ｅａｒｔｈｓ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ｏｎ， ＵＫ １９９８；
ｗｗｗ．ｆａｃｔｏｒ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
ｗｗｗ．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ｔ／ＦＡＱｓ

可持续消费的概念比较复杂，有时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信息可查阅：
大多数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定义有以下共同特征：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ｓｕｓｔａｉｎ
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ｄ／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ｓｈｔｍｌ

满足人类需求；

11

优良的生活质量；
富人与穷人分享资源；
考虑子孙后代；
消费时考虑长远影响；
削减资源使用、减少废物和污染的产生。

来源：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ａ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ＥＳＣＯ 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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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５０年，世界人口将增长50%，届时地球总人口将达到90亿。根据预测，新增长的人口几
乎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人口的增长将会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我们称之为“家”的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形成

未来是你们的吗？
２０００年，ＵＮＥＰ和
ＵＮＥＳＣＯ对１００００名
１８－２５岁的年轻人
进行了访谈。就以
下问题与青年人展
开对话：

 对可持续消费的了解和关

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改变对资源的传统观点，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提倡如何合理使用
资源，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

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地球人口的一半，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在全球经济中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改变世界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青年人的活力、主
动性和创造性是促成这个转变的基本保障。

心程度；

 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情况；
 对未来的看法和他们在建
立更负责任的消费模式方
面 潜在的 领导作用；
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人在消费
模式上比较矛盾，尤其集中在
以下几个问题上：

 未来主要关注的问题：环
境、人权和健康；

 理解产品的使用和废弃物

12

本指南和相关网站旨在开展对青年人的培训，提高青年团体、非政府组织和教师对可持续
消费的认识，并使他们能将理论付诸于实践。
我们应该了解我们是如何生产和消费的。但是为避免这个过程造成耗资太多，作为消费者
我们需要：

 清楚的信息；
 容易得到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
 充足的基础设施。

的处理对环境的影响，而
不理解他们的购物行为对
环境的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也为了让青年人更直观的了解可持续消费，本指南中涉及到许多方面。如，

 普遍选择个体行为而不是

人们通常不会将健康饮食、性交易或使用媒体的影响，与可持续消费直接联系起来，但是本指

集体努力来改变世界。

南认为他们是建立消费者意识的重要因素。运用获得的信息、具体的案例和大众化的语言，

基于以上调查结果，ＵＮＥＰ和
ＵＮＥＳＣＯ得出结论，认为有必
要为青年人提供有关可持续消
费观念和问题方面的信息，这
些信息应当可信、明确，且青
年人容易得到。

本指南提供了许多可持续消费方面的事实和数据。

网上调查

效使用、削减废物，伦理方面的问题如童工、残害动物、公平贸易和普遍的平等问题。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ｙｏｕ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ｙｏｕｔｈ－ｓａｒｖｅｙ

本手册强调文化、地理和人类各代间的联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青年交流突出强调了可
持续消费是如何与以下问题直接关联的，这些问题包括生活质量、资源（包括人和自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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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世界青年人口，人口信息局：
ｗｗｗ．ｐｒｂ．ｏｒｇ

全球６０亿人口中有超过四

分之一，即１７亿的人口年
龄在１０－２４岁之间，该年
龄段的人群中有８６％生活
在较不发达国家。不发达
国家的年轻人的比例远高
于较发达国家。
１０－２４岁的人口
（单位百万 ％总人口）

２０００年全球
较发达国家
不发达国家

１，６６３
２４１
１，４２３

２７
２０
２９

非洲
亚洲
北美
拉丁美洲
欧洲
大洋洲

２５６
１，０３１
６４
１５５
１４９
７

３３
２８
２１
３０
２１
２４

本手册的使用对象是能够获得媒体信息的，消费方式具有可比性的城市青年。所有能够使
用因特网的人群都可以参加该活动。

ｗｗｗ．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ｎｅｔ
13
该手册为大家提供了青年交流网站某些页面的相关链接。手册的最后一章提供了各章节页
面信息，指出了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将他们用于教学。

www...

youthxchange.net/
FAQs

青

建立可持续生
活方式
消费者对他们所购买的商品
背后的世界，越来越感兴趣。除
了价格和质量，他们想知道这个
商品是由什么人、在哪里、如何
生产出来的。
克拉斯·特普费尔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这样的过程使土地失去
主要养分，变得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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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对于个人来说，可持续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 怎样做才能更具有 责任心 ？大家是否
需要做相同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拯救环境还是消除贫穷？我们的健康和地球的健
康，哪个处于首位？正如古人所言：复杂的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
可持续消费作为发展中的事物，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可持续消费是由一些基本因素组
成：下面就是对该定义及问题的综述。
如果我们继续沿用目前的消费方式，我们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据估计，由于过度放牧和滥
砍滥伐，地球每年失去的肥沃土地的面积相当于一个爱尔兰的国土面积(70,284km2)。人们这
样做还能持续多久？
我们现在对环境破坏的程度越高，就越是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置于危险之中。地球的健
康就是我们的健康。地球上每天都有５０个植物物种灭绝。那么，每周有多少？每个月呢？每年
呢？科学家们认为植物有助于人类治疗很多疾病，因此，每一个消失的植物物种 不仅对生态
系统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也使人类又失去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此外，每年我们对土地的
需求都比前一年增加１公顷

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的数据显示，世界居民平均每年需要２．３公顷的土地（一个公
顷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生产他们需要的消费品，然后又需要一个地方倾倒废弃物品。可
持续消费方式可以节约至少40%的资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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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的领域及比较：

数据来源：人类发展报告 １９９８，“人
类发展消费报告”（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
ｈｄｒｏ／１９９８／９８）

 全世界基础教育（６０亿美元）与美国的化妆品（８０亿美元）
 全世界水和卫生设施（９０亿美元）与欧洲冰淇淋（１１０亿美元）
 基本健康和营养（１３０亿美元）与欧洲和美国的宠物食品（１７０亿美元）
 全世界妇女的生殖健康（１２０亿美元）与欧洲和美国的香水（１２０亿美元）

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负同等的责任呢？不完全是。如果你是个欧洲人，你需要世
界居民平均土地面积的２倍；如果你是个美国人，那么你需要世界居民平均土地面积的２５倍才
行。如果你是孟加拉国人，你只需要世界居民平均土地面积的１／３就够了。这也说明地球上的消
费分配严重失衡。

引自“色彩”，２０００年１０－
１１月号，第１９页：ｗｗｗ．ｂｅｎｅｔｔｏｎ．ｃｏｍ

世界上20％的富人享受着地球上75％的自然资源。想想吧：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６％，
但是却令人震惊地消费着３０％的资源。
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个人的财富，相当于４７％的世界最贫穷人口的年总收入，或者说，相
当于25亿人的收入总和。
说到分配问题，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地球没有生产足够的食品来养活地球上的人口。 错！食
品的不平等分配才是世界上8亿人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

没有人考虑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这种不平衡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英国发表于２０００年的一个报告显示，每年英国有价值四亿英镑（约
合五亿七千一百万美元）的食品被浪费掉！这些被浪费的食品或者被掩埋或者被焚烧掉了！更难
以让人忍受的是，美国政府最近的调查显示：超过1/4的食品成品没有被消费就变成废物了！
总之，以上事实表明：可持续消费不仅仅只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提高所有人生
活质量的问题。

“英国浪费食品丑闻”，约翰·韦
德尔。《卫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４日。我
们计算了一下，每年因处理浪费食品
的附加成本是５０００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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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谚云：“健康是财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选择一种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关
注自己的健康也将意味着关注地球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但对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好处，对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我们呼吸的
空气更加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鹰
还是人类，不管是冷还是热，它都
很重要。
捷克·尼科尔森
演员

ＧＭＯ，转基因生物。目前人们对转基
因生物的争论很大。预防守则对关注
ＧＭＯ的消费者应该有所指导。欲了解更
多详情，请登陆：ｗｗｗ．ｆｏｏｄｂｉｏｔｅｃｈ．ｏｒｇ

我们自身也大有好处。

食物是地球健康和人类健康的重要纽带。很多人选择更为健康的食品，同时希望这些食品
的生产方式对环境的损害最小，对待动物更加人道。人们希望他们购买的食品安全，幕后没有
肮脏的勾当。
一系列和食品有关的危机——疯牛病（ＢＳＥ），口蹄疫，鸡中含有二恶英（ｄｉｏｘｉｎ），促使消
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可持续的认证产品（有机食品，散养鸡，无转基因生物食品）。
消费者开始支持商场避免食品浪费的行动。消费者也要求更多的关于超市货价上的商品的
信息——这罐番茄里是否含有转基因生物？我要买的肉里是否被注射了荷尔蒙？这些都会影响

厂家在向消费者提供任何可以信赖的信
息之前，必须要对该食品会带来的影响
做充分的调研

16

有机食品是指原料来自于有
机生产体系，根据有机认证
标准生产、加工，并经独立
有机认证机构认证的农产品
及其加工产品等，包括粮
食、蔬菜、水果、奶制品、
禽畜产品、蜂蜜、水产品、
调料等。有机食品在其生产
和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
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
成化学物质。有机食品的
生产需要建立完整的生产体
系，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最小。有机食品是一类真正
源于自然、富营养、高品质
的环保型安全食品。

人们的选择：一些人也许对食物里是否含有转基因生物不是很在意，但重要的是商品标签上必
须提供足够详细的信息，使消费者有挑选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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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尽量食用有益健康的食物和饮品：更为新鲜的食物，少含添加剂和加工环节少的食品。



尽量不吃转基因食品（除非这些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已经被完全研究清楚），尽
量少吃来自集约化饲养的肉。





避免吃反季节食品，以及从很远的国家进口的食品。



了解代表人工色素和香精的E数代码。

“可持续农业食品与环境联盟”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正在倡导一场关于
食品运输距离的运动。详细情况请登陆：
ｗｗｗ．ｓｕｓｔａｉｎｗｅｂ．ｏｒｇ／ｆｏｏｄｍｉｌｅｓ

让你购物的超市了解：你希望购买的食品上有介绍食品信息的标签。
只有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再考虑购买膳食补充品。选择天然成分的食品，而不要选择
化学合成品。
Ｅ 数 代 码 定 义 请 参 考 文后
名词解释附页，详情请登陆请登陆：
ｗｗｗ．ｈａｃｓｇ．ｏｒｇ．ｕｋ／ｍｙｗｅｂ／ｓｕｍｍａｒｙ

食用有机食品或成为一名素食者是人们为追求更健康而选择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对环境
也大有益处。如果以吃鸡代替吃牛肉，那么每顿饭产生的对环境的破坏会减少１５倍。一个人如
果选择素食，他将每年使相当于４０００平方米的树木免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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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品:12种有毒
化学品的终结！
起草有关国际废除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法律文件
的会谈，于２００１年５月最终获
得成功。
来自１２０个国家的政府官
员确认了应该被禁止使用的首
批１２种有毒化学品。包括：
ＤＤＴ，ＰＣＢｓ和二恶英。
这个规定一旦获得５０个国
家的批准，将会被强制执行。

欲了解更多有关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ＰＯＰｓ）的信息，了解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为制定此规定所作出的艰辛工作，
请登陆：ｗｗｗ．ｃｈｅｍ．ｕｎｅｐ．ｃｈ／ｐｏｐｓ



指南：

以下是可以有效减少化学品使用的方法：

指没有做过动物试用测试的

18
以下网站将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ｇｏｖ．ｃｎ
ｗｗｗ．ｅｐａ．ｇｏｖ／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了解清洁用品、洁厕用品和化妆用品等的成份以及它们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







仔细计划清洗衣服的频率。尽量避免干洗，因为干洗液常常含有高污染性的化学物质；

尽可能使用环境友好及非暴力产品，并尽可能减少使用量（一般情况下，应比推荐使用
量略少）；

最好使用辛辣植物的汁作农药（有机农药）；
如果必须使用农药，请使用危害最小的农药；
看医生时，记住问一下所用药物是否为有效药物中最温和的一种；
整理你的药箱，将过期的药品 还给药剂师处理，把自己不再需要的有效药品送到药房以帮
助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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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那些用于打扫室内卫生和清理个人卫生的产品。许多此类产品都含有化学物质，加剧
了对环境的污染，并且不能被生物分解。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也含有非常危险的化学物质。到２００５年，全球的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
村人口。不幸的是，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明显特征。低劣的空气质量将惊人地影
响着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人口的健康。
空气污染使城市里患有哮喘和敏感症的患者数量急剧上升。在一些极端个案中，患有哮喘
病的患者在浓雾天气情况下，只能呆在家中。



指南：

所有的人都能为提高空气质量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可以选择，步行穿过公园，而不要走主要道路。

戒烟或者少抽烟。
记住要经常锻炼身体；否则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晚年储存健康。

空气污染 对城市居民
健康影响令人吃惊：在伦
敦，每５０个心脏病人，就有
一个是由大气污染造成的。
在印度的主要城市，德
里和孟买，每天人们吸入的
肮脏空气相当于吸１０－２０只
香烟。仅在德里，每年就有
７５００人死于呼吸道疾病。

www...

youthxchange.net
/respecting-our-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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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交通可以促进也可以破坏一
个城市的可持续性。”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ｇｅｒｓ，建筑师

台北交通，
明天杂志，ｎ．２－１９９１

旅行的平均里程增加（人均增长
了４倍）：ｗｗｗ．ｗｂｃｓｄ．ｏｒｇ／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ＷＢＣＳＤ４／ｌａｙｏｕｔ．ａｓｐ？ｔｙｐｅ＝ｐ
＆ＭｅｎｕＩｄ＝ＯＤＥ＆ｄｏＯｐｅｎ＝１＆ＣｌｉｃｋＭｅｎ
ｕ＝ＬｅｆｔＭｅｎｕ
根据世界汽车工业预测报告（伦敦
２０００）“标准和贫穷的指数”中的数据
显示，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客车产量
将增长７８％，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６０万辆增加
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６０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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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Ｒ是由Ｃａｒｂｕｓｔｅｒｓ组织的一个项
目，Ｃａｒｂｕｓｔｅｒｓ是一个捷克青年ＮＧＯ，其
总部在布拉格。［ｗｗｗ．ｃａｒｂｕｓｔｅｒｓ．ｅｃｎ．ｃｚ］

流动性 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活动中经常变化和进步的一个领域。几个
世纪以来，人们外出旅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日新月异，其规模扩大、动力增加，速度也大大加
快。但是人类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2010年，全球将拥有8.16亿辆机动车（1990年为5.8亿辆）。实
际数据表明：２０００年全球客车生产量比１９９９年增长了4%，达到4009万辆，刷新了记录。如果
继续保持这个增长速度，全球的机动车数量会提前达到２０１０年的预测数字！

巴尔干联合骑士 （ＢＵＲ）是一个为期５周面向所有对环保、文化、自然、社区生活、自
行车运动和可持续性发展感兴趣的人士所开展的项目。自２００１年７月底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塞尔
维亚少数民族村落（ｓｔａｎｃｉｏｖａ）启动，已经传播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该组织集中在以下三个
领域：可持续性交通和无汽车城市运动；支持地方组织和个人活动；建立由基层组织和个人组
成的的巴尔干网络在许多领域开展集体活动。参与者向尽可能多的人宣传可持续交通，所采用
的方法包括街道活动、公众演出、案例展示、与当地ＮＧＯ召开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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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20%的人口拥有全球80%的汽车，这些汽车主要集中在富裕国家。美国一个城市——
如、洛杉矶市的汽车数量超过了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几个国家的
汽车总和。

更多的问题：一氧化碳的排放对城市的污染已发展到更危险的程度，增长的交通流量导致
严重的交通堵塞，据估算，曼谷的汽车司机在一年中平均有44天时间浪费在拥挤的道路上。
１９９７年，美国汽车和轻型卡车的碳 排放 总量为２．９１亿吨，超过了除几个国家以外的世界
所有国家的碳排放量的总和。此外，传统燃料，如汽油，是可耗竭的资源。
对汽车的依赖使人类变得越来越懒惰。在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8公里以下的行程依靠
汽车交通。当然，机动车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础，但是，负责任的应用可以带来诸多益处；城
市更清洁、人类更健康和生活更安全环境更适宜居住。短距离的汽车交通对环境的污染：若以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Ｃｌａｙｔｏｎ，《肮脏的
地球：地球之友污染和你能采取的行动指
南，》（Ｄｉｒｔｙ Ｐｌａｎｅｔ：ｔｈｅ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ｃａｎ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Ｌｉｖｅｗｉｒｅ Ｂｏｏｋ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０， ｐ．１７
您可以从以下网站了解中国交通空气
污染控制法规：ｗ ｗ ｗ ． ｚ ｈ ｂ ． ｇ ｏ ｖ ． ｃ ｎ ／
ｅｉｃ／６５０４９６３６７７５９７２０４４８／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Ｕ．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２００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ａｔ．００１１．ｈｔｍ
Ｉｂｉｄ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ｏｐ．ｃｉｔ．ｐ．１６
汽车使用效率较低的情况

每个乘客行程5公里（约合３英里）计，小汽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公共汽车高10倍，比火
车高25倍。



指南：

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声…我们的城市越来越不适于人类居住。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行、骑自行车或滑轮。自行车是能源转化效率最高的一种交通工具，



汽车共享 ：汽车共享是几个人共同用车。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几个人共用一辆车



公共交通 ：火车和公共汽车一般来讲是较绿色（指对环境有益）的交通方式，因为它们



购买“绿色”机动车，并对车辆进行维护以保持良好车况。在购买前，确认你所购买的汽
车、滑板或自行车的下列参数：能源效率、污染参数、是否能使用无铅汽油以及使用寿命。



谨慎驾驶 ：避免突然的加速和刹车。鲁莽驾驶会导致非常高的燃料消耗和更多的污染。

骑车者８０％的能

量转化到自行车的运动过程中，骑车快捷并使人保持健康。

（Ｃａｒ ｓｈａｒｅ），另一种是有一辆或几辆车，去往不同目的地的人选择同乘（Ｃａｒ ｐｏｏｌ）。这两
种方式都有助于减少交通流量、节省汽油、减少污染、减少每个乘客的能源消耗以及减少处
理汽车的成本。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你只是在某个时期需要汽车，可以选择租车的方式。

可以运载更多的乘客，运载每个乘客造成的污染较少，而且使用的能源较少。

在停车等待超过３０秒时，应使发动机熄火，换档时间间隔不应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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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地球上没有过客，我们都是
主人。”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ｎｈａｎ，
社会学家

您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得该主题的更多信息：
ｗｗｗ．２１ｃｅｃｏ．ｃｏｍ
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ｃｎ
ｗｗｗ．ｇｒｅｅｎｇｌｏｂｅ２１．ｃｏｍ

流动性所涵盖的范围比城市交通广泛得多，它也包括外出旅行，可以是去学习、工作，也可以
占世界经济行为的１０％以上，直接或间
接的为２亿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详细信
息请见：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ｕｓｔ－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ｔｏｕｒｉｓｍ．ｏｒｇ
ｗｗｗ．ｗｔｔｃ．ｏｒｇ

是去休闲娱乐。外出旅行的方式很多，哪些方式对环境而言是更可持续的呢？以下是一些观点。

旅游业对地球产生很大的影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报告，到２０１０年，
全球的国际游客将达到１０亿（１９９３年为５亿）。
如此密集的旅游业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科学家预测到2015年，每年由于人类活动而
造成的臭氧层损耗有一半是由空中旅行造成的。旅游，不是每一次空中旅行的最终目的，但是

22

其所占比例是可观的。
美国９１１惨剧使航空旅客人数骤降。但
是随后扩大伦敦西斯罗机场议案的通过
意味着９１１造成的这种情况只是航空业
增长过程中的短暂现象。

在沿海地区空气污染、土壤和水质的退化都是由于过度开发而造成的比较典型的问题。特
别是，该如何看待这些不负责任的旅行者？是他们将地球上一片片的人间天堂变成了垃圾堆
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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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吗？有。如今，人们开发了越来越多的可持续的度假和旅行方式，（保
护和恢复项目、自愿救助项目、去其他国家教书等。）浏览网站，你可以发现成百上千的建议
和选择。但是应当注意有些网站上推荐的方法的可持续性并非像他们宣称的那样。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可持续的或符合道德伦理要求的旅游方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下面
列出 一些度假指南 。这个清单看起来也许较长，但是我们外出旅行时需要加倍注意。因为你
不熟悉目的地的地方文化，这就像是去别人家里拜访一样，每个人都欣赏举止良好，考虑周到
的客人。



指南：

旅行者可以通过自身行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如：




选择对当地居民最有益的旅行方式。







带走垃圾 把废纸烧掉或埋起来，将所有不可降解与可降解的垃圾分开。

节约珍贵的自然资源。不要浪费水和能源。避免在河流或泉水中使用一些污染物质，如
洗涤剂。

植物，应当让它们留在自然环境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折枝、采种子和挖根都是非法的。
支持地方贸易和地方手工艺者。如果可能的话，购买当地出产的纪念品。
尊重当地人的利益，当去一些原始部落时，保护当地人的私有财产。
尽力去了解你要访问的国家，这会帮助你尊重当地文化，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在许多
国家，穿着宽松和质地轻盈的衣服被认为是比较暴露的。相类似的情况，在公共场合亲
吻不符合一些国家的当地文化习俗。

因此，正如美国 马鲛俱乐部建议大家的：仅带走照片，只留下脚印！

UNEP旅行经营者 首创项
目(TOI)
实施更加可持续的交通政
策是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活
动（ＳＴＵＤＩＯＤＵＳ’德国）的
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该政策
包括提供火车或公共汽车交
通来代替飞机和汽车旅行。
是否可以将旅行的乐趣
和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呢？
Ｐｒｅｍｉｅｒ Ｔｏｕｒｓ（南非）对此问
题做了肯定的回答：旅行社
在设计旅行活动时，如选择
景点和安排交通食宿，应充
分考虑到对度假地的保护。

ｗｗｗ．ｔｏ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ｏｒｇ／ｇｏｏ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ｔｍ

“要不要珊瑚？这
是我的选择 ”：珊瑚礁是
许多海岸地区的重要风景。
如何观赏这些景观和尊重它
们的生存环境？ＵＮＥＰ提供
了相关信息：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
ｏｒｇ／ｐｃ／ｔｏｕｒｉｓｍ

信息来源：
ｗｗｗ．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ｏｒｇ
ｗｗｗ．ｓｉｅｒｒａｃｌｕｂ．ｏｒｇ
ｗｗｗ．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ｔｒａｖｅｌ．ｃｏｍ

www...

youthxchange.net
/looking-for-a-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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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废物
“我们消费的每个产品都有相
似的幕后故事，那就是没有注明其
生产原料、使用的资源和造成的影
响。产品的使用和使用后被废弃又
会产生废物。”
Ｐａｕｌ Ｈａｗｋｅｎ
环境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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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废物产生量急剧增加。发达国家平均每人每天产生1公斤垃圾。

废物产生的平均量并不意味着废物的产生和处理是平均分配的。如欧洲每年产生约20亿吨
废物，其中4千万吨以上是有害的。过去６年中，新产生的废物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很明显，如果我们想避免被垃圾淹没，就必须停止和扭转这种趋势。基于以下两个重要的
基本原因，我们不得不寻求长期有效的办法防止废物的产生：

 废物越多，越可能造成污染
 垃圾中有许多可以再利用和再循环的物质：少浪费，更省钱！
在美国，每年约有１１３０亿只杯子，３９０亿套餐具，和２９０亿个盘子被使用和扔掉，这些物品
中有一半是用塑料制成的。印度每年产生４５０万吨塑料垃圾。这些垃圾中对环境有污染的物质通
24

常是聚乙烯（塑料袋是聚乙烯制成的），而聚乙烯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降解。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ｐ．ｃｏｍ／ｎｅｗｃｎ／ｗｏｍｅｎ／
ｗｏｍｅｎ０１２．ｈｔｍ

即使是被认为对可持续消费有帮助的计算机，也会产生有害的废弃物。假如计算机更新换
代的周期为１８个月。到2005年，世界上将有3.15亿台被废弃的计算机。根据美国硅谷毒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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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宿舍分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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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春，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在全国高校率先进行校园垃圾

分类回收活动，即对同学们的生活垃圾按照纸张、硬塑料、软塑料进行分类回收。经过一段时
间活动后，山诺会摸索出了一套“宿舍回收模式”，即向报名加入Ｒｅｃｙｃｌｅ的宿舍统一发放回收
袋，每周末由Ｒｅｃｙｃｌｅ志愿者上门回收，经过后期进一步整理分类后卖给回收站和环保公司处
理。之后，山诺会将回收所得资金资助四名甘肃及草海湿地的失学儿童完成学业。

合会（Ｓｉｌｉｃｏ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Ｔｏｘｉｃ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的估计，这些被废弃的计算机相当于６亿公斤的铅、１００万

ｗｗｗ．ｓｖｔｃ．ｏｒｇ

公斤的镉和２０万公斤的汞，这些都是有毒金属。

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废物的产生？ 第一 ， 减少用量 。第二，重新设计产品。为了尽可能地
减少和预防废物的产生，必须对产品重新设计。如想获知生态设计方面的更多信息，可浏览这
些网址，其他网站也提供这类信息。

ｗｗｗ．ｏ２．ｏｒｇ；
ｗｗｗ．ｅｃｏｄｅｓｉｇｎ．ｏｒｇ／；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
ｏｒｇ／ｐｃ／ｓｕｓｔ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ｂ－
ｐａｇｅ．ｈｔｍ

www...

youthxchange.net
/social-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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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注重可持续性的产品设计案例，
可浏览ＵＮＥＰ关于可持续设计的网页：
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ｓｕｓｔ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
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ｂｐａｇｅ．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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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态设计？
生态设计是运用“循环思维——也称“从摇篮到坟墓”，即设计产品时充分考虑其从生产、
使用到废弃处理的全过程。生态设计的目的是：











提高材料、能源和其它资源的使用效率。
不使用来自濒临灭绝的生态系统的原料。
设计时考虑如何预防污染和废物的产生。
选择再循环的／可再循环的材料和节能技术。
延长产品寿命：易于使用、维护、更新、重复使用、再循环或再生产。
保持简单！少用材料／成份，并且使用易于分解和再循环的材料。
提高交通物流。
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使用安全、无毒害材料。
尊重人权（抵制恶意剥削工人和使用童工的工厂）。

一般情况下，生态设计不要求重新发明物品。只需考虑到人们通常不会选择那些带来问题的
产品。如果设计的好，人们可以不需要每户都有洗衣机，而是使用社会化服务的洗衣机。
生态设计旨在寻找替代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降低对生态的影响的同时，也保证了同样的（甚
至更高的）效率。
生态设计者相信：伦理学和美学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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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减少 资源消耗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观念，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原油、水、天然气或树木，不是取之不尽的。这就是为什么再循环至关
重要。
如果我们不希望自然资源供给耗竭，那么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则必须将维修、重复使

用和再循环置于在仅次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位置，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使环境进一步恶化程度最小化，并得到预防；
 避免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使用；
 节约能源以及减少污染
通过再循环生产出新产品，可以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每吨通过再循环生产的 纸可以节
约17棵树和21,000升水。此外，还可以减少３０公斤的空气污染和节约２．３平方米用于垃圾填埋
的土地。
重复使用和减少使用包装材料是预防包装废物产生的重要方法。比如，美国每年使用和废

肯尼亚北部的Ｋｉｕｎｇａ海
洋保护区内没有暗礁保护，
冲上海岸的垃圾不仅污染海
滩，而且影响了海龟的巢穴。
ＫＩＵＮＧＡ ＥＣ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Ｓ（生态友好手
工组织）拾捡垃圾并做成玩
具。废旧的物品变成了玩具手
机和汽车。

如森林砍伐和从地球开采原材料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查询以下
网址：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ｅｉｃ／６５０４９４１６８
７３６４６４８９６／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同时也可以通过下述网站查询回收方
面的术语：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ｒｎ．ｃｏｍ／ｇ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ｌｏｓｓ．ｈｔｍ

弃６４００万吨包装。但是一些公司仍在向浪费性包装转变。



指南：

如，飞利浦设计，对全球８万多
产品进行了设计。详细信息请浏览：
ｗｗｗ．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ｐｈｉｌｉｐｓ．ｃｏｍ／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ｆｉｌｅ＿１０３１．ｈｔｍｌ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减少废物的产生。请记住再循环的５Ｒ原则：







拒绝：拒绝不必要的包装，鼓励生产商停止过度包装其产品。
回收：尽可能地回收瓶子和可重复灌装的容器，尽可能购买可回收的瓶子。
重复使用 ：尽可能重复使用和重复灌装。如，信封、瓶子和塑料袋都可以重复使用。将
不要的衣服送给慈善机构，这样不仅再循环使用了你的物品，而且其他人也会欣赏你的做
法并从中受益。

维修：维修已损坏的物品而不要将其随便扔掉。
再循环：把纸张，易拉罐和瓶子送到当地的再循环中心，利用生活废物堆肥。

27

www...

youthxchange.net
/carrying-the-torch

青

www...

年

交

流

塑料：再循环标签

youthxchange.net
/facts&ﬁgures

稍加关注许多塑料即可以被再循环，而且收集塑料进行再循环的办法被广泛采用。塑料再循环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同种类的塑料不能混合在一起进行再循环，但是人们又无法通过观察和触
摸来区分塑料的种类。即使掺杂了非常少量的其它类型的塑料，也会破坏整个融化过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相关产业设计了一系列不同颜色的符号，通常可以在容器的底部看到这些
符号。
第１类和第２类为一般性可再循环，第４类为非一般性可再循环的，其他类型一般为非再循环的。

寻找有再循环标签的商品。购物者可以通过购物选择来减少废物的产生。

白色垃圾。中国的城市
居民每天都要使用各种一次
性用品：塑料杯、容器、梳

注意：有些产品上的标签仅表明其部分成份可以再循环（见％），有些则表明你产品中的
成份易于再循环。

子、牙刷、圆珠笔和筷子等。
中国已经逐步发展为全
球最大的一次性用品市场。
它每年需要数十亿的一次性
用品。“白色垃圾”的大量
产生，引发了一场媒体和街
道宣传活动，旨在改变公众
的丢弃习惯。很多城市也已
利用地方法规来限制塑料包
装。浙江的省会杭州是中国
国内第一个禁止使用塑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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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城市。鼓励公众使用柳
条或秸秆编成的篮子、布袋
或是其他由纸、谷壳、秸秆
和淀粉等有益于环境的材料
制成的袋子。

对于一个有生态意识和智慧的消费者，寻找由再循环物质制作的产品已成为日常购物行为
的一部分。比如，许多物品（包括衣服、家具和玩具）都可以用再循环的纸制作。

青

年

交

流

优化能源

几百年来，人类肆意攫取着地球资源，从不考虑未来。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的能源使用量
上升了近70％。更严重的是，据预测，在未来的１５年里，能源使用量将以每年２％的速度递增。
每年，全世界消费掉的石油，需要１００万年才能再次自然生成。据估计，全球的石油储量将
在60年内耗尽。我们使用的传统能源——煤和石油——都被称为化石燃料，是根据它们形成的
原因而命名的——化石是动物和植物遗体腐烂后，经过几百万年的时间形成的。

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
ｅａｒｔｈｔｒｅｎｄｓ．ｗｒｉ．ｏｒｇ
数据来源同上。
克莱顿·卡罗琳，Ｐ９７页
ｗｗｗ．ｆｕｅｌｃｅｌｌｐａｒｋ．ｃｏｍ

中国建筑节能的努力方向
中国目前建筑能耗占总能耗的２８％。现在的住房面积约有４００亿平米，而能达到节能标准的只有百
分之零点几，新建的也只有１５％能达到节能标准，所以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一组数字颇能
说明问题：执行新的国家节能标准以前，北京的能耗每平米约为３１．７瓦，哈尔滨为３３．７瓦，而瑞典、
丹麦的数字约为１１瓦。实行新标准以后，北京为２０．６瓦，哈尔滨为２１．９瓦。也就是说，如完全执行新标
准，起码能降低３５％的能耗。要是能达到像丹麦这些欧洲国家的节能水平，那能耗就可降低７０％以上。
我们面临的很大问题是建房者对节能没有利益概念，也就是说还没能够运用价值规律作为节能的载
体。我们努力的方向为：
实行分户供热 。我国普遍的福利性供热体系，只要房间太热就开窗散热，造成极大的热能浪费，却
不愿选用可以节能的门、窗、墙体等材料和新技术。根据芬兰的经验，即使不改变现有房屋结构，只改
变热能计量方式，即改成分户计量，就可节能３０％以上。
采用新能源。利用发电机排放的废热来制冷或采暖是极为环保的，太阳能也可以制冷，中国在这两个方
面拥有世界领先技术．。
选择节能技术。一般的房子里，３０％的热量从窗户跑掉了。如果选用双层玻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阻断热量散发。３５％的热量从墙体散发，如采用隔热材料，增加保温层，节能效果就很明显。
倡导绿色智能建筑。智能化建筑首先要达到节能的标准和良好的居住舒适度，其次才是家具的智能
化和安全保卫的智能化。实际上，智能化建筑不一定就是豪华的，但它必须是低能耗的。美国有些智能
化建筑造价比普通建筑还低１５％，因为它们追求合理的结构，讲究实用的功能和外观的简洁，利用了可
回收材料，而不追求豪华装饰。
详情请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ｓｔｔ．ｃｎ／ｎｅｗｓ／０１／２００４／ｃ２００４０１０９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６．ｘ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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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照明工
程＂是国家经贸委会同国
家计委、科技部、建设
部、原国家质量技术监
督局等１３个部门，在＂九
五＂期间共同组织实施的
一项旨在节约电能、保护环境、改善照明
质量的重点节能示范工程。１９９６年８月，国
家经贸委印发了《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实施
方案》，标志着该项工程的全面启动。目
前，＂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促进项目＂由国家经贸
委资源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负责组织实施。
中国绿色照明工程促进项目的主要宗旨是
推动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提高照明质量，
以适应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
程。主要目标包括：
消除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的主要市场障碍；
提高公众节能环保意识，使消费者更多地
了解高效节能照明系统的益处；
推进照明节电，到２０１０年实现照明节电
１０％的目标；
通过推进绿色照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提高高效照明产品质量，扩大其市场
份额；
增加优质高效照明产品生产能力，扩大出
口量，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制定新的目标和计划，促进绿色照明事业
在中国可持续发展。
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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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化石能源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入空
气中，加剧了污染并促使全球变暖——有关全球变暖的详细阐述见下一章，此外还会形成酸雨。
我们必须减少对地球可消耗自然资源的依赖，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可替换的、可再生的能源。
不幸的是，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能和水电还不是十分普及。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能
源政策仍旧对传统能源有利，而且还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如缺乏投资资金和科研基金、对使用
新能源的认识不足等。尽管如此，随着更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有效利用，这种状况有望在不
久的将来得到改变。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获得更多相关知识：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５ｅ．ｃｏｍ
ｗｗｗ．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ｏｒｇ．ｃｎ
ｒｒｅｄｃ．ｎｒｅｌ．ｇｏｖ
ｗｗｗ．ｅｅｒｅ．ｅｎｅｒｇｙ．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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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油“三荒”——中国的能源危机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大。２００３年入冬以来，中国
三十个省市中有十九个拉闸限电；自上海、广州０＃柴油告急开始，９０＃汽油告急，全国出现了一定范
围的“油荒”；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缺电更加严重，煤炭供应也出现短缺。为此，中国国内已经出台了
多项政策，在最热和最冷的时节，甚至是企业暂时停产等政策来应对能源的缺乏。

秘鲁的一个青年组织
Ｓａｙｗｉｔｅ，秘鲁的一个青年组织，已经开始着手一项能源提供计划，他们向农村提供太阳电池
板用以收集太阳能。该青年团体组织专人安装太阳电池板，同时也组织研讨会培训当地居民和大学
生，让他们监控这个项目。除此以外，Ｓａｙｗｉｔｅ还提供太阳电池板修理服务。Ｓａｙｗｉｔｅ也从事其他项
目和活动。他们安装了一个风能发电机，并以此证明当地有可行的非化石燃料能源。Ｓａｙｗｉｔｅ还成立
了一个自行车共享站点，鼓励人们减少汽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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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之星
是１９９２年美
国环保局发
起的，商家可以自愿选择使用
该商标以区分并鼓励人们推广
使用节能产品，从而减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能源之星的标志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新居、大多
数的建筑行业、家庭供暖和制
冷设备、主要家用电器、办公

能源几乎是任何人类活动的必需品，如做饭、取暖、工业用能源供应……。然而地球能源
的使用、生产和损耗是有自身规律的。紧随汽车之后，发电成为地球的第二大污染源。

设备、灯具、家庭电子用品，
以及更多领域。能源之星最近
已经得到欧盟的认可，并将之
作为全球通过的节能标识。欲

节能是个大问题，既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也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每天我们都能够
为节能做很多事。请记住：节约能源就等于节约你的金钱！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ｒ．ｇｏｖ

室内制冷、取暖和烧水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支出，约占75％。日益增长的能源开支能促使大
家提高节能意识。



指南：

下面是一些家庭节能小诀窍：





关闭电源！处于待机状态的电视机仍会耗费相当于电视机运行状态时１／４的能源。




不要超量使用更多的热水。尽量淋浴。




使用不导热的门窗。

购买球茎状的环形节能荧光灯。离开房间时记住关灯。
将自动调温器的温度调低。如果感觉冷，再加一件衣服，而不是调高空调温度
（夏天则反之）。
尽可能使用交流电，尽量避免使用电池，因为废旧电池会产生严重的污染。如果需
要使用电池，尽量使用充电电池。
确保替换旧的家庭器具时，购买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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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预测
“那些至今仍然认为全球变暖
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无关
的人，同那些至今还认为地球是个
平坦星球的人一样愚昧。”
哲哈德·贝兹
科学家

温室气体得名的原因是它们在地球表面形
成了一层绝缘层，就像温室的玻璃一样，
它将太阳光的能量保留在地球表面。您可
以从以下网站获得更多信息：
ｗｗｗ．ｉｐｃｃ．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ｗｗｗ．ｃｃｃｈｉｎａ．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１．ｈｔｍ
ｗｗｗ．ｃｈｎｅｉｃ．ｓｈ．ｃｎ／ＴＳＷＺ／ｈｂｘｃｗ／ｗｓｘｙ．ｈｔｍ
ｗｗｗ．ｔｙｕｔ．ｅｄｕ．ｃｎ／ｗｕｌｉ／ｚｈｕ／ｋｘｊｗｊ／
ａｘｍｆ０８．ｈｔｍ

对地球大气层和气候的破坏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问，作为个人能有
什么作为？然而制止或者减缓地球遭受这种破坏刻不容缓！全球变暖和臭氧层损耗本来是两
个毫不相干的问题。它们之所以发生了关联被联系起来，是因为它们都与大气质量有关，会直
接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整个地球的健康。如果我们还不及时行动，地球就会面临灾难。

全球变暖问题
在过去的１００年中，全球温度已经平均升高了０．５摄氏度。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活动——数
以百万计的工厂和汽车排放出温室气体——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其排放量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由于以上原因，地球正在日益变暖。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本世纪末，地
表的平均温度将上升５．８度。气温的上升将给人类和其他相似的生命形式带来严重的后果，如：

32

海平面预计上升９０厘米，有可能将海岸地区以及小岛屿淹没；极端天气现象出现的频率增多，
后果更加严重。京都议定书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签署的一份协议（除美国外，美国没有加入这个
协议），目的是：到２０１２年减少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１９９０年水平）。
欲了解到更多信息，关于《京都议定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ｇｅ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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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只是行动的第一步。只有努力改变目前的消费和生产方式，我们
才可能改变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专家称，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天气变化，到2050年全球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减少60％。

引自英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委员
会（ＩＰＣＣ）的数据。立即采取行动降低
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种行动有助于减缓地球变暖

臭氧空洞
臭氧位于地面上时，是一种有毒的气体。但是在距地面２５公里以上的地方，臭氧就是一种
有益的气体。薄薄的一层臭氧层环绕着地球，保护人类免受太阳光线的伤害。臭氧层对地球上
的生命很重要，它几乎吸收了所有来自太阳的有害紫外线。如果人类受到这种太阳强光的照射
会患 皮肤癌 和 眼疾 ，同时太阳强光对植物和动物也是非常有害。消耗臭氧的气体可以在同温
层中影响臭氧达１１１年。

这些物质最初被用于冰箱中作为运转流
体，后来被用于空调中。氟里昂还被用
于喷雾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能源与臭氧行动司，
电子邮件：ｏｚｏｎ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ｅｐ．ｆｒ；
网址：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ｏｚｏｎ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５年，科学家发现臭氧层出现了一个空洞。这个空洞位于 南极洲 上空并且在不断的扩
大。迄今为止，约有10％ 的臭氧防护层遭到了破坏。科学研究表明，氟里昂 是造成臭氧层消
失的罪魁祸首。
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达成共识，共同行动，阻止使用消耗臭氧层的化学制品（禁止使用这些
化学品或者使用它们的替代品）。发展中国家可以允许使用至２０１０年。

多用小型摩托车，少用汽车。如果非用
不可，也应该用微型汽车。

控制气候变化问题：
全球变暖的趋势不会自行停止。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
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制造出更有利于环境的
产品，并进一步减少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商业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技术的更新和推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欧洲和美国的９大商业界领袖企业建立了一个公司联盟网络，专门应对京都议定书中的挑战。这
个联盟网络将遏制全球变暖列为头等大事，联手创造一个社会、生态以及经济三方面都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社会。这个联盟的成员有：瑞典的宜家（ＩＫＥＡ），美国的界面（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荷兰的可再生能源
（ＮＯＵ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Ｙ），英国的身体商店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ＳＨＯＰ ＩＮＴ） （ｗｗｗ．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ｍ）

全球气候变化PEW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无任何政治倾向的独立组织。在解决全球气候
变化方面，致力于提供可靠的信息、直接的答案和创新的解决方案。３２家大公司，大部分是世界财富
５００强企业，通过该中心联合开展公众教育活动，宣传气候变化的危害、挑战和解决办法。
（ｗｗｗ．ｐｅｗ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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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更多地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请登陆
以下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ｍｓ．ｃｍａ．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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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类开始行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全人类都减少使用消耗臭氧层的物质，臭氧
层是能够修复的。但是，即使是明天就禁止使用一切损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臭氧层的恢复也
得需要40年的时间。

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化石能
源，并且目前人类的技术也是基于化
石能源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由于化石燃料显而易见的实用性，我们从未真正考虑使用可替换能源和更清洁
的能源。因此，我们至今仍然 严重依赖 传统能源，同时也忍受着传统能源的使用对人类健康

比如耐克公司是加入世界野生动物基
金的“拯救气候计划”的四个公司之
一。“拯救气候计划”是一个自愿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见：
ｗｗｗ．ｎｉｋｅｂｉｚ．ｃｏｍ；
ｗｗｗ．ｐａｎｄａ．ｏｒ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ａｖ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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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ｗｗｗ．ｗｂｃｓｄ．ｃｈ／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ＷＢＣＳＤ４／ｌａｙｏｕｔ．ａｓｐ？ｔｙｐｅ
＝ｐ＆ＭｅｎｕＩｄ＝ＮｊＹ＆ｄｏＯｐｅｎ＝１＆Ｃｌｉｃ
ｋＭｅｎｕ＝ＬｅｆｔＭｅｎｕ，可以看到世界可
持续发展商务委员会就气候变化、
商业和股东之间的关系的讨论。

和地球带来的后果。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来 替

代 化石燃料。有责任心的消费者肩负着一个重任：通过我们积极的行动，使“可持续发展支
持者俱乐部”更加壮大！如果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忽视了我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他们将很难
继续保持他们的业绩。



指南：

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办法为控制气候变化和臭氧层损耗作出贡献：



停止使用喷雾剂。尽管现在的喷雾剂中已经不含有氟利昂成份了，但是喷雾剂中仍含有其
他化学污染物，而且这些物质无法循环利用。

www...

youthxchange.net
/test&game



更换冰箱的时候请购买那些只含有少量或者不含有氟里昂的绿色环保冰箱。不要随意丢弃旧
冰箱，打电话请厂商协助把淘汰的冰箱中的氟里昂清理出来。氟里昂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减少使用小轿车和摩托车。汽车是产生过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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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水、洗脸、洗手、洗澡、洗餐具、洗衣服、打扫房间、擦洗车辆都需要水。水在
人的身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没有水，粮食作物不能生长，事实上，没有水任何生物都无法

生存 下去。一个人可以1个月 不吃任何东西，但是5－7天不喝水就会有生命危险。
地球上的水有 97％ 是海水，人类无法利用。只有不到 1％ 的水可以饮用和直接用于农业
和工业。这不到１％的水来自河流、水坝和地下水源。

从南到北，整个世界的水消费量都在持续增长。在不久的将来，水，作为基本必需品，

节约用水
与水资源安全
本世纪很多战争是为了争夺石
油资源，到下个世纪，也许就是为
了争夺水资源。
伊斯梅·萨洛戈尔根
世界银行，１９９５

必将成为一个最 急需 、最 不稳定 的资源问题。
按目前人类对水的需求增长量计算，到 2005年 ，一些地区的可利用水资源将面临 枯竭 。
到 2025年 ，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目前，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 20亿 人口 无法 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全世界 40多亿 人
的家中没有自来水。在非洲一些国家，用水是个难题，女人和孩子们通常需要跋涉 5个 多小
时，从离他们最近的水源处担回 20升 的水。而在工业化国家，每４．６个城市居民每天就用去

640升的水。

ｗｗｗ．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ａｇｅ．ｃｏｍ

www...

youthxchange.net
/facts&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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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足以震撼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充分重视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将面临水资源
失衡的巨大灾难。
ｗｗｗ．ｗｅｔｌａｎｄ．ｇｏｖ．ｃｎ
ｗｗｗ．ｗｏｗｃｎ．ｏｒｇ．ｃｎ
ｗｗｗ．ｗｅｔｗｏｎｄｅｒ．ｏｒｇ

在近几年的水资源研究中人们开始重视淡水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如：湿地、湖泊和河流。
但尽管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全世界的淡水生态系统仍然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仅仅３０年中，

在２０世纪六十年代，注入咸海的水量就
开始大幅度减少。上游的稻米、棉花种
植灌溉用水占去了中亚天山天然水源水
量的９０％以上。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咸
海水面面积缩减。
ｈｔｔｐ：／／ｎａｉｌａｏｋｄａ．８ｍ．ｃｏｍ／ａｒａｌ

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湖的咸海——现有面积已不及原来的一半了，水的咸度已经达到海水的程度
（与海水一样）了。

发达国家的水源、河流和海洋经常被污染，这使生态平衡受到威胁。每天，水体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人们向海水中排污，甚至向河水中排放危险的有害化学物质。
水质与水量一样重要。近年来，英国在对其饮用水的检测中发现：水中竟然含有４３种超标
的农药成份。水污染物的名单可以列出长长一大串：除草剂、硝酸盐、磷酸盐、铅、石油和多
种工业化学物质。



指南：

如果我们努力改变我们的用水方式，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改变现状。河水水量越小，污染物浓度就
越高。那么，怎样做才能节约水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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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不要使用浴缸泡澡。一般来说，使用浴缸泡澡的用水量是快速淋浴的２倍。



不要用水冲掉棉球、卫生巾、纸尿布和安全套等物，最好把这些东西扔进垃圾桶中。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下水道将未经过任何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海洋的地方，想一想，你在海
中游泳的情景会有什么感受。



不要把家用化学用品扔入排水沟。

更换马桶和洗衣机时，换成小水量型的。
必要时再洗衣服，有些时候，衣服并不脏，只需要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晾晾，吹一吹即可。
同时，衣服的寿命也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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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真正的成本消耗。
在一份最近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野生动物基金呼吁人们饮用自来水。通
常情况下，自来水和瓶装水的水质差不多。饮用自来水不但对环境有益，也
可以为消费者节约开支。

渴望了解更多关于水的知识？请访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水知识入门网站：
ｗｗｗ．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ｗａｔｅｒ，或者其他的
相关网站：ｗｗｗ．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ｐａｇｅ．ｃｏｍ；
ｗｗｗ．ｇｐａ．ｕｎｅｐ．ｏｒｇ

据调查，在很多国家，瓶装水并不比自来水干净，也并不比自来水更有
益于健康，但是却比自来水的售价高出１０００倍之多。尽管如此，瓶装水仍是
增长最快的产业，每年销量估计达２２０亿美元。
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瓶装水并不比自来水好。也许瓶装的水中会含有微量
矿物质，但是很多市政供水的自来水中也一样含有这些矿物质。
研究还发现，每年用于瓶装水包装的塑料达１５０万吨。在生产制造和处理这些空瓶时，有毒化学
物质会被排放到环境中去。而且，每年全球８９０亿升瓶装水中四分之一都是被生产地以外的国家消费
掉的。在本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运输瓶装水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这加剧了全球
气候变化。（２００１年５月３日）
欲了解更多有关世界自然基金会“水资源拯救之战”的信息，
请发Ｅ－ｍａｉｌ至：ｌｈａｄｅｅｄ＠ｗｗｗｆｉｎｔ．ｏｒｇ

在热带国家，比如 泰国 ，养
护一个高尔夫球场每年需
要１５００公斤的化肥、杀虫
剂和除草剂，其需要的水
量可以满足６万农村居民的
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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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非正义是对天下所有正义的威胁
马丁·路德·金
民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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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费是不现实的，但是停止过量消费是必要的。可持续消费并不仅仅是指生产和消费
方式对环境的影响，其对 人类 和社会发展 的影响也应在考虑范围内。

摆在商店里和我们买回 家 的各种物品大都出产自发展中国家，因为跨国公司发现发展中
国家的劳动力更便宜。但是可持续消费必须坚持社会的公正， 尊重 人人都应享有的最基本
的人权，社会和经济发展权，应该对 每一个 相关的人都公平对待，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排除
在外。

为什么可持续消费重视参与制造和生产商品的人们的状况和基本权利呢？ 童工 就是一个
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

非常典型的例子。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大约有二亿五千万5－14岁 的童工
从事经济劳动。

38

中国儿童失学现状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２０００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国

２０００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９９．１％，但小学５年巩固率为９４．５％，两者相差为４．６％；初中阶段
的毛入学率仅为８８．６％。这其中有数以万计的少年儿童就是因为家庭困难、自然灾害、疾病等各
种困难情况而无法维持学业。这种状况在我国西部地区更为严重一些，目前西部仍有数以百万计
的失学儿童，他们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寒，他们好学上进却又无力承担学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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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表明，在 非洲 ，每５个孩子中就有２个孩子（大约占全世界从事经济
劳动的童工的32％）是童工。在亚洲，比例为五分之一（童工数量占全世界童工的 61％）；
在 拉美 ，六分之一（其童工数量占全世界童工的 7％ ）；在 大洋州 ，三分之一。仅仅在非
洲，童工的数量每年净增１００万。到２０１５年，非洲童工数量估计将达到１亿多。

在 印度 ，成千上万的童工从事着火柴和烟花爆竹的生产。他们每周工作７天，每天工作

地毯标志组织“对地毯工业中女童织
工的调查”，巴基斯坦社会，１９９９。
ｗｗｗ．ｒｕｇｍａｒｋ．ｏｒｇ／ｎｅｗｓ＿ｆａｃｔｓ

１０－１２个小时，报酬是每天大约４８－５７美分。在 巴基斯坦 ，７５％的地毯编织工为年龄在
１４岁以下的女童。

童工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１９９８年，美国劳动部估计， 全美 大约有３５０万“合
法”童工（除此以外，还有１５０万非法童工）。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 英国 ，有７５万
１１－１５岁的童工每周工作５０小时。

见美国劳动部网站：ｗｗｗ．
ｄｏｌ．ｇｏｖ和美国劳动统计办公室网站：
ｗｗｗ．ｂｌｓ．ｇｏｖ

39
足球反对使用童工——欧洲，1996
巴基斯坦使用童工缝制足球这一事件成为足球世界杯赛前的头条新闻。这促使ＦＩＦＡ（国际足球
联盟——世界足球权威机构）颁布了一个行动准则，确定了什么样的足球能用于比赛。此次斗争的
结果，就是迫使巴基斯坦改变了足球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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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童工
义务教育可以减少童
工。在２０世纪的２０年代和
３０年代，斯里兰卡政府决定
推行强制的义务教育。国民
的非文盲比例从１９４６年的
５８％上升到１９８４年的８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１）相
应的结果是：１０－１４岁童工
的雇佣比例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从１９４６年的１３％，下降到
１９６３年的６．２％。目前，男
童雇佣比例在５．３％，女童的
雇佣比例在４．６％左右。（世
界劳工组织，１９９５）

来源：ｗｗｗ．ｇｅｏ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Ｐａｒｋ／Ｌｉｂｒａｒｙ／９１７５／ｉｎｑｕｉｒ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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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通常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作，这类工作不需要特殊的技能，只需要双手就可以
工作了（编织地毯，缝纫，加工火柴等）。童工经常被暴露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极容易受伤
和生病。他们长时间工作，他们往往是辍学打工，并且薪酬微薄。
考虑到有很多家庭都依靠孩子打工来维持生活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一些决策者认为工作
对改善童工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家庭的关系，起着重大和积极的作用，因此他们积极呼吁并寻求
改善童工现状的办法，而不主张消灭童工现象。解决童工现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解
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到那些童工的家庭。但是，任何的解决方案都必须把孩子 放在 第一位 来考
虑。毕竟，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只有一次！

机会丧失
劳作不仅仅损害孩子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孩子的权利也被忽视了，更为残忍的是，他们接受
教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全球有１亿５千万儿童在完成小学四年级教育之前，就辍学工作了。在
印度，1/4的童工永远告别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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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始。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摆脱低收入工作和脱贫的机会明显减少。在
发展中国家，童工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严重，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孩子失去了受教
育的机会，就等于毁掉了国家的人力资本，或者说，就等于失去了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力，而
这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最急需的。在发展中国家，成年人中的1/4是文盲，总数达８亿７千２百万
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
要使世界上每一个儿童都能完成小学教育，大约需要6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全球

4天的军费开支。
消费者意识，是对政府和公司政策的挑战。因为一旦消费者有了这样的意识，他们就会在购

请登陆ｗｗｗ．ｉｃｆｔｃ．ｏｒｇ，会提供一
些阻止童工现象的有效解决方案。

人类发展报告 １９９８，“人
类发展的消费”ｈｄｒ．ｕｎｄｐ．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
ｖｉｅｗ＿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ｆｍ？ｙｅａｒ＝１９９８＆ｃｏｕｎｔｒｙ
＝０＆ｒｅｇｉｏｎ＝０＆ｔｙｐｅ＝０＆ｔｈｅｍｅ＝０

买商品之前，先确定这种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是否含有任何非道德的因素才购买。这样的消费者
意识对贸易的影响很大。消费者还可以求助于不断涌现的公平贸易组织，这些组织可以确定哪
些产品既环保又不含有剥削的成份。
童工问题只是众多有关工作条件，人权，性别歧视以及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权

欲了解更多有关人权的信息，了解人权
的构成和世界各地的人权现状，
请登陆：ｗｗｗ．ｈｒｃ．ｏｒｇ和ｗｗｗ．ｈｒｗ．ｏｒｇ．

利等复杂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希望工程：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原因，中国各区域的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内陆的边远地区及
一些贫困山区发展还比较缓慢，诸多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教育问题。１９８９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发起并组织了“希望工程”项目。
该项目的宗旨是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
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贫困地
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希望工程的基本任务：（一）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二）资助援建希望小学，为贫困
地区乡村小学改造危旧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同时，资助建成的希望小学开发校园经济和进行师资培
训、教学交流。（三）捐赠希望书库，为贫困地区农村少年儿童提供优秀书籍。（四）资助、奖励希望小学
和希望工程实施地区农村小学的优秀教师。（五）资助、奖励优秀的希望工程受助生。
希望工程实施以来，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截止１９９８年底，希望工
程累计接受捐款逾１６亿元人民币，救助失学儿童２００余万名，资助建设希望小学７０００余所，并且为
１００００所乡村小学捐赠大型丛书“希望书库”，２０００多所希望小学捐赠了“三辰影库”。
希望工程不仅救助了失学儿童，保障了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权，而且提高了全社会重视教育、支
持教育的意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希望工程唤起了全社会扶危济
困的爱心，改善了社会风尚。
详细情况请登陆：ｗｗｗ．ｈｏｎｇｅｎ．ｃｏｍ／ｉｎｆｏ／ｅｄｕｐｒｊ／ｘｗｇｃ／ｘｗｇｃ４．ｈｔｍ
ｗｗｗ．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ｈｉｎａ／ｒｑｚｔ／ｘｗｇｃ／ｍｅｎ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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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消费，基本人权保障和促进发展之间有着紧密地联系。贫穷和环境恶化（比如
由采伐森林和过度放牧导致的环境问题）是一对难兄难弟，越是贫穷的地方，人们越要从自然
中攫取生活资源；而环境越是遭到人为的破坏，人们就越是贫穷。贫穷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人
权、今天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政府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一切权利。可悲的是，人权受到践踏甚至被忽视的事例比比皆是。
没有童工的家庭

可持续性消费意识的提高说明人们已经开始置疑劳动力剥削这种行为了。
作为解决办法之一的联合抵制购买运动在互联网上受到很大关注。在联合抵制购买之前，
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了解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以及谁将是最终的打击目标仩你是要保护公司
还是要保护工人？要求公司的商品信息 公开 透明是最基本的，要求可以确保他们无法转移到
别处继续从事不公平的商业贸易行为。通过要求商品信息透明化可以引导消费者：共同分担
责任，使更多的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指南：

下面的建议也许对你合理消费有所帮助：

见特赦国际对刑罚、滥用死刑、囚犯的
道德、政府对民众的官方暴力以及折磨
奴隶问题的报告，或者访问其网站

见反奴隶组织出版的刊物，或者登陆：
ｗｗｗ．ａｎｔｉｓｌａｖｅｒｙ．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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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包装
详见下一章

指有损人或者动物的尊严——如：宣扬
暴力，恋童癖，性别剥削以及奴隶等



选择有明确道德规定（比如公平贸易和禁止雇佣童工等）和管理条例的正规厂商和零售
商制造生产的产品。



仔细审查你喜欢的品牌的商品，和当地的消费者组织联系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个品牌的相关
信息。通过网络查询，监督制造商的用工情况。




不要购买那些支持暴虐政权的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请选择那些标签上注有“无童工”的产品或者服务。

联合抵制购买那些由欠薪企业或者使用奴隶企业生产的产品，也不要购买那些支持奴隶
制的厂商生产的产品。

如果可能，选择那些标签上注有“未使用动物试验”的产品或者服务。
联合抵制购买那些打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或者侵害他人权利的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
和其他的消费者交流道德规范和商品信息以及购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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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着
也让其它生物
生存
凶猛的野兽并不在笼子中，而
是在笼子的外面。
埃克舍·芒舍
精神病学家，作家

有尊严地活着，并非是人类独有的权利。正确对待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人类活
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是正确理解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无论是消费性养殖或是观赏养殖），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持自然平衡
虽然是不同性质的问题，它们之间却有相互联系。本文只是提供一些信息。读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可持续这一定义的理解做出自己的选择。

动物养殖场
人们越来越关注动物作为产品在加工过程中（如：工厂化农场，化妆品测试，等）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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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置的。按以下几点基本原则去做就能避免对动物的虐待：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住所，保证基
本的医疗条件和清洁的生存环境，禁止打动物或者强制性喂食。

www...

youthxchange.net
/pay-the-right-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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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鸡产蛋的生产方式
大规模饲养笼养鸡生产鸡蛋是一种非常残酷的鸡蛋生产方式，目前已经在欧洲国家被禁止，但是
在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仍然使用这种方式生产鸡蛋。在这样的养鸡场中，通常４只母鸡挤在一个只有
４０．６４厘米（１６英寸）宽的丝网鸡笼中。在大型工厂的养鸡舍中，鸡笼一层叠一层、成排的排列着。当
这些被“禁闭”起来的鸡变得萎靡不振或者极具侵略性的时候，饲养者通常把鸡喙切去，以防止这些
蛋鸡因情绪暴躁乱啄而受伤。每只蛋鸡每年产蛋２５０个以上。一年以后，这些鸡或者被投入到另一个鸡
蛋生产环节中，或者被宰杀。在那些可以对消费者隐瞒产品来源信息的地区，笼养鸡最终被当作低等
肉品在市场上出售。

贡献重大——不仅仅对护肤而言
Ａｖｅｄａ，这种草本型化妆品的制造商，在商业销售上业绩非凡，而且由于其对环境的关注并在产品
中使用天然成份，而享誉业界内外。该企业始创于２０年前，它的成功归功于它的价值观，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使用动物进行测试实验，不使用濒危物种作为原料等）。另外一家在同一领
域中取得了显著成功的知名公司是身体商店。同样因其产品质量和生产的环保理念而著名。
欧洲动物权利联盟（ＣＡＲ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在意大利发起的一项活动：
ｗｗｗ．ｉｎｆｏｌａｖ．ｏｒｇ

食品的生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影响。我们可以选择拒绝食用那些在不人道条件下生产加
工出来的产品。
选择自由放养的鸡生的蛋和自由生长的动物肉（但是必须是经过认证的产品）这样的选择
既是对动物一种尊重，对消费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工业化养殖场出产的动物，有时候其肉质和卫
生情况以及其它的相关附属产品的质量很差。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风波，比如疯牛病的出现，使

来源： ｗｗｗ．ｇｒｉｍｍｉｎｃ．ｃｏｍ／ｔｅｓｔ．ｈｔｍｌ；身体
商店公司发起的反对使用动物进行测试
实验的纸袋。

人类不得不更加关注食用动物生长的卫生条件，以及其与人类身体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
动物加工厂企业已经注意到消费者与日俱增的这种心态——不想选用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生长
加工出来的动物食品。越来越多的加工商开始采取行动。社会投资论坛（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ＵＭ）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投资840亿美元用于改善加工企业饲养的动物的条件，建
设无虐待动物的生产基地。在欧洲等其它一些地区，这项投资也达１０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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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７９年，世界知名ＲＥＶＬＯＮ化妆品公司就捐助洛克菲乐大学７５万美元用于寻求 可替

代动物试验 的介质。其他组织，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动物试验中心也开始进行动物替代品的
试验。虽然，使用动物做试验在大公司中仍然很普遍，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建立了几百
个“无虐待动物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了。

欲查询此类公司的名单，请登陆：
ｗｗｗ．ａｌｌｆｏｒａｎｉｍａｌｓ．ｃｏｍ／ｃｒｕｅｌｆｒｅｅ１．ｈｔｍ
或者登陆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ｗａｔｃｈ．ｏｒｇ了解更
多关于“无虐待动物产品”的信息。

拿动物做实验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意见，通常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和
个人的经历。

关注生物多样性
人类和 1500万 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共同生活在 地球 上。所有的物种都在建设和维护地球这
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过程中扮演着角色。而地球这个生态系统支撑着大千世界中的每一种生命
形式。如今，地球上的物种正以一种令人担忧的速度急剧消亡。目前对物种消亡的速度还无
法做出确切统计，但是科学家估计，人为作用下的物种消亡速度比一个物种的自然消亡要快

1千倍，甚至1万倍。
导致物种灭亡的原因很多，而且相互联系。 过度的砍伐植物 ，滥捕滥杀动物，动物栖息
地的破坏，外来物种的入侵，气候变化以及污染和疾病都威胁着不同 物种 间的生态 平衡 。

关于使用老鼠和猴子进行动物实验的调查
１９９９年，新科学家杂志委托ＭＯＲＩ公司在英国做了一个关于人类使用动物做实验的民意调查，被
访者年龄均为１５岁以上。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禁止使用动物做实验的支持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
强烈。呼声强烈的是那些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购买非受虐动物产品的人以及素食主义者。
７１％的女士和５１％的男士反对使用动物做实验。那些患有严重疾病并需要药物治疗（所使用的药是
事先用于动物临床实验的）的人，对使用动物做实验比较能够容忍，尽管这些人中有５２％反对使用
动物做实验。
该调查询问人们当动物必须遭受痛苦，或者实验会引发该动物患病甚至死亡，他们是否同意使用动
物做实验。这个调查分成两组进行，一组参与调查的人被告知动物实验使用的是老鼠，另一组被告知用
于实验的动物是猴子。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如果有助于人类抵抗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老鼠被用于实验是
可以接受的。很少人能忍受使用猴子做测试实验，除非实验用于研究治疗儿童白血病的药物。大多数英
国人反对使用猴子做实验研制抗爱滋病疫苗。因为实验中猴子会经受和艾滋病患者一样的病症和痛苦。
使用动物做实验仍旧非常广泛，因为实验替代品（细胞培养基，用于胎盘组织或者器官和身体的
计算机仿真制造）仍是新生事物，也没有研制基金，并且看起来并不可靠。欲通读全文，请登陆：
ｗｗｗ．ｎｅｗ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ｃｏｍ／ｈｏｔｔｏｐｉｃｓ／ａｎｉｍ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ｌｅｔｔｈｅ．ｊｓｐ

登陆 ｗｗｗ．ｓｐ２０００．ｏｒｇａｎｄ
ｗｗｗ．ｂｉｏｄｉｖ．ｏｒｇ／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
当人们或者特意种植或者无疑
中栽培某些物种时，这些物种出现在他
们原属的自然栖息地之外，同时也侵犯
了别处的自然环境．

道德购物训练
不论你是在国内还是在国
外，该训练有助于帮你做购
物决策。世界动物基金在网
上公示了一份旅行商店和备
用药品名单。你可以登陆该
网页浏览。如果你在现实生
活中发现了这个名单上的东
西，应该立即引起的你的警
觉：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ｏｒｇ／
ｂｕｙｅｒｂｅｗａｒｅ

www...

youthxchange.net
/best-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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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珍贵的资源：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需要人类的精心维护。约

发现

在太平洋东 部 热
带 地 区 ， 从事金枪鱼捕捞行
业的渔民们发现：在海豚出
没的地方撒网，可以捕捞到
深海中的金枪鱼。尽管这种
方法非常有效，但在捕捞中
会对海豚造成巨大的伤害。
在过去的４０年中，７００万只海
豚因此而丧生。

30％的制药用药材是从野生动植物中提取的。它们中的很多物种都是生长在独特的，也是濒危的

１９９０年，美国引进了“海
豚安全”的金枪鱼商品标签。
那些在金枪鱼捕捞过程中导致
任何海豚死亡的金枪鱼产品
都不能被贴上这个“海豚安
全”的商品标签，也不能在美
国市场上出售。

值得庆幸的是，世界各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造诣颇深的科学家们联手制订出了一个“生

“海豚安全”计划是
１９９０年颁布的海洋哺乳动物
保护条例众多规定之一。自
从实施了这个规定以来，海
豚的死亡率降低了９７％。
（ｗｗｗ．ｓａｖｅｄｏｌｐｈｉｎｓ．ｏｒｇ）

生态系统中。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与很多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世界上物种生长最齐全的地方往往也
是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要与脱贫一并考虑。这也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
一个挑战。

物多样性公约”（Ｃ

），对全世界的生物物种进行了宏观的总体

分析。１８０个国家已经加入了该公约。公约呼吁整个世界参与合作：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采
取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生物资源，确保人类能够均享由保持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利益。
有效的资源管理意味着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自身的一些行为——例如农业、捕鱼、旅
游、教育和卫生保健等。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促进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对那些依赖
自然谋生，最了解自然的土著居民而言，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限制野生动植物贸易是 保护 物种的一项措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 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Ｓｐｅｃｉｅｓ
）就是为了确保野生动植物贸易不会威胁到它们
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野生动植物贸易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位居

了解更多，请登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ｒａｆｆｉｃ．ｏｒｇ
时代欧洲（ＴＩＭＥ 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７日。Ｖｏｌ．１５５ ｎｏ．１５

全球非法贸易的第三位。而人们对异国情调的宠物，对食品、药材（如：虎骨、犀牛角等）以
及古玩的占有欲使非法贸易屡禁不止，加快了生物物种的灭绝。
目前已经有一些成功阻止或者减缓濒危物种灭绝或减少的成功案例：黑犀牛和非洲象就是
两个范例。从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非法偷猎者活动猖獗，致使非洲象的数量从１３０万锐
减到６２万５千头。经过政府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努力，非洲象的数量现在已经渐渐回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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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此问题以及其他物种的更多信息，
请登陆以下网站：
ｗｗｗ．ｅ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 ｗｗｗ．
ｅｃｏｃｒｉｍｅｓ．ｏｒｇ；
ｗｗｗ．ｃｎ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ｃｏｍ；
ａｎｉｍａｌ．ｉｏｚ．ａｃ．ｃｎ

而，仍然有很多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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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行动
我希望到２０２５年的时候，我
们的消费者：能够享有更多的知情
权，能够理智消费，更有忧患意识。
麦克·格拉斯潘
欧洲Ｐｒｏｃｔｅｒ ＆ Ｇａｍｂｌｅ公司
全球家园保护
以及新业务发展部总裁

据统计，美国的人均商业面积为１．５平方
米，其中最大的商业区Ｏｎｔａｒｉｏ商业区临
近洛杉矶，其面积相当于３４个足球场。
在中国，上海市的人均商业面积达１．０平
方米，位于黄浦江畔的正大广场是该市
最大的商业区，其面积达２４万平方米，
为亚洲最大的商业广场。

每个人都要购物消费，因此销售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行业。全球一体化的形成、不断出
现的新媒体以及纷沓而至的各路信息……，这些都使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购买决策会给环境、
社会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消费者，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购买决策会给自身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我们希
望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对于消费者来说，知情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在欧盟或者其他国家，政府力图做到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信息需求，向消费者提供与

注解：立即开始行动吧！进入联合
国环境署的讨论论坛，Ｓｃ－Ｎｅｔ＜可持续
发展网＞。提出你的问题，贡献你的经
验，让大家分享你的理念：ｓｃ＠ｕｎｅｐ．ｆｒ

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环保、健康等信息。

www...

youthxchange.net
/job-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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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认证的生态标志
１、蓝天使（德国）
２、欧盟生态标志
３、绿色标志（美国）
４、大地的选择（加拿大）
５、中国环境标志
６、日本
７、北欧白天鹅
８、奥地利
９、台湾
１０、印度
１１、以色列
１２、Ｍｉｌｉｊｅｕｋｅｕｒ（荷兰）
１３、环境２０００（津巴布韦）
１４、韩国
１５、Ａｅｎｏｒ（西班牙）
１６、泰国绿色标志
１７、绿色标志（香港）

更优质的香蕉

48

２０００年，彻姬塔国际品
牌就为其在拉美的１２７个下
属的香蕉农场获得了优质香
蕉认证。在热带雨林联盟的
优质香蕉工程中，彻姬塔国
际品牌是唯一一个每一次都
能通过严格公正的公众审
查，唯一符合严格的环保和
社会标准的品牌。通过严格
检测的彻姬塔香蕉每年的出
口量占拉美香蕉出口总额的
１５％。今天，在欧洲，彻姬
塔香蕉占有了欧洲香蕉市场
的９０％的份额，在北美，市
场上出售的香蕉，２／３都是彻
姬塔香蕉。
ｗｗｗ．ｃｈｉｑｕｉｔａ．ｃｏｍ



指南：

钱怎么花由自己决定。但是请尽量选择那些对生态有益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的产品，尽量
向超市和零售商传达这种消费信息。下面是一些建议：







购物前先考虑清楚。考虑好你需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
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如果标签上信息太少，一定要问清楚。
尽量选择那些对生态有益和经合法认证的产品和服务。
只要有可能，选择本地产品和季节性产品。
选择含有相当比例可回收原料成份的产品，选择再制造产品，选择易于处理和可回收
的产品。



直接购物。如果你上网方便，选择网上直接购物，这样可以省却运输环节，同时避免了
产品在运输途中造成污染。网络有助于我们的可持续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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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标签是政府最常用的提供产品相关信息的手段。产品标签将明示消费者关于此产品的安
全性和其他诸如生态、信誉度等方面的信息。但是，千万注意，只有一小部分标签是政府认可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欧盟
委员会网站查询：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ｔ／
ｃｏｍ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ｌａｂｅ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的，并且通过了严格的审查标准。其中最著名的是欧盟的生态标志，德国蓝天使，北欧的天

鹅和法国的AB（有机农业）。
在美国，能源之星系统就是信息和沟通技术协会（ＩＴＣ）用于向消费者提供能源效用的相关
信息。该系统已经被欧盟国家采用。

见第２９页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生产和销售方法需要接受
公众的严格审查。人们对企业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大，企业朝这个方向努力发展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如果厂商想维持消费者对其品牌的忠诚度，那么他们就必须向消费者证明，他们在
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关注消费者的利益。

责任投资
在做未来计划时，我们可以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投资或者储蓄方式有利于建立更负责的
生活方式。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他们就会给企业和商业机构传递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鼓
励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共同担负起应负的责任。
一个公司如果制定了负有相应社会责任的政策条款，它就可以成为榜样，并被其他企业所效
仿：做一个对自身行为负责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赚钱，而且还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可以名利双收。
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公众，既有个人也有机构，投资时注重公德。他们希望他们的投资带来的

欲了解关于有责任投资相关信息，
了解更多的在社会问题以及环保问题上
行动突出的公司，请登陆以下网址：
ｗｗｗ．ｃｏｏ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ｏｒｇ；
ｗｗｗ．ｏｎｅｗｏｒｌｄ．ｏｒｇ／ｇｕｉｄｅｓ／ｅｔｈｃｏｎｓ／
ｅ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ｌｉｎｋｓ；
ｗｗｗ．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ａｎｋ．ｃｏ．ｕｋ／ｅｔｈｉｃｓ．ｈｔｍｌ；
ｗｗｗ．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ｒｇ

不仅仅是利润。他们要求企业要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任。这部分公众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目前已
经有很多形式的可持续性投资。购买有责任心的公司股票是一种方式，还有一些人投资合乎道
德的养老金，有价证券和投资社区创始基金。
这种道义色彩浓厚的投资既给全球性企业提供了机会也给地方企业提供了机会。把基本资
金引向村镇，给更多的人提供小额资金贷款和创业机会。使人们能够应对经济和社会困难，使
世界更多的人享受平等。

小额信贷计划是给生活贫困的人提供低
额贷款，使他们能够自谋生路，给他们
提供养活自己和抚养家庭的机会。
来源：小额信贷高峰会，ｗｗｗ．ｇｄｒｃ．ｏｒｇ／ｉｃｍ

www...

youthxchange.net
/best-pract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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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机构（ＩＦＩＳ）、出口信贷组织
（ＥＣＡＳ）是政府通过使用公用资金给
私人企业提供金融、担保、保险支持的
一种手段。他们使公司在海外风险市场
的投资更加易行，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手
段承担了大部分的风险。出口信贷组织
致力于促进出口。
加拿大和美国反对其中一些建议

年

交

流

政府 通过他们多边的和国际性的融资和投资决策，可以更好地引导人们进行这种责任投
资。目前全世界都在为此做出努力，比如，通过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出口信贷组织，增加基金
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２０００年７月在日本冲绳召开的８国峰会上，８国提出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计划中阐明了为取得既定目标所需要采取的重要措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你需要了解如下关键问题：

 这个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
 这个公司在社会政策和环保问题上的历史记录如何？是否使用可替换能源？
 该公司是否毫无保留地提供其产品对环境影响的信息？
 作为雇佣方，该公司的雇佣记录如何？（妇女、少数民族，弹性工时和工作份额等等）
 该公司是否参与了地方社团的工作？

一致性投资的需要
在提供公款资助问题上，出口信贷组织提供资助的侧重面让人困惑。每年，两个美国出口信贷机
构——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有限公司，都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经济体提供资金，资助
其开发使用化石燃料能源。但是这种资助换来的却是每年１０亿吨的碳的排放量（３６．４亿吨的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大约占美国境内每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２／３。但是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在该国广泛宣
传，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意义的项目得到的资助金却很少。１９９２年地球峰会以来，２个出口信贷组织
投资在化石燃料项目上的金额是可再生资源的６２倍。（政策研究协会调研：ｗｗｗ．ｓｅｅ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ｉｆｉｓ／
ｅｘｉｍ／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欲了解近期地球之友对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请
登陆：ｗｗｗ．ｓｅｅ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ｅｏｒｄｏｎｌ．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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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地球之友ＯＰＩＣ和ＥＸＬＭ最新报告，
请看：ｗｗｗ．ｓｅｅｎ．ｏｒｇ／ｐａｇ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ｅｏｒｄｏｎｌ．ｓｈｔｍｌ

www...

youthxchange.net
/job-opportunities

针对年轻人的小额信贷计划
在孟加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首都达卡的贫民窟中运作了几个贷款项目。其中一个项目“Ｎａｒｉ
Ｍａｉｔｒｅｅ”（妇女联盟）已经帮助３００名年轻人通过培训获得了小额资金贷款。这些人“是极易受到攻
击的群体的代表”，萨依达·偌翰强调，“因为他们面临被迫早婚，滥交和卖淫的威胁”。如果他们
可以自己做些小生意，不但可以赚些钱，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成为他们家庭的财富。其中有２个女孩子经
过培训后，每天早晨驾驶低座小摩托车载女孩子或者妇女（只为女性提供服务）去学校。人们逐渐接
受了这种服务，态度也有所转变。（来源：杂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９９年６月；类别：青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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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地球村
让未来的村庄在我们的理想中
永存，这样我们希望生活在世外桃
源的梦想，终有一天会实现。
圣雄 甘地

在美国，儿童只有10％
当代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媒体众多的环境中。他们可以从不同的来源获得前所未有的大

量的图片和数据。他们被淹没在有关政治、时事、音乐、科学、新贵、时尚和其他无数话题和
热门事件的信息中。
小孩子获得的大部分信息是媒体提供给他们的——报纸、广播、杂志、电影、网络或者电
视。他们就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长大。

时间在观看儿童电视节目，
其余90％的时间在观看为成
年人制作的电视节目。

35% 的青少年自己的房
间里都有电视，他们甚至吃
饭时候都独自守在自己房间
的电视机前。

那么这些媒体是怎么工作的呢？他们如何运作？如何创立信用？孩子们需要了解媒体，因
此培养媒体辨识力非常重要。媒体辨识能力的培养就是帮助人们对众多媒介提供的信息做出
自己的选择。对媒介人所运用的技术以及媒介的影响做出正确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使年轻人
能够自行对这些繁杂的信息做出判断。
此外，培养媒体辨识能力能够帮助年轻人抵御大众媒体对其在消费方式和需求上的不良 影
响。另一方面，也可以教年轻人如何利用媒体造势，利用媒体创造新的价值观，促进一种更加
有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这也是他们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一种权利。

出处：美国国家少儿教育联合会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７日，１０４页

联合国环境署正在和广告部门合作，运
用他们的技巧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
了解更多详情：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ｐｃ／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ｈｔｍ

广告
一些广告的 目标 人群是年轻人。在广告中，他们使用特殊的语言、镜头和信息打动青少
年。但是这样的广告对他们的父母可没什么吸引力（比如：电子游戏，快餐或音乐）。事实
上，年轻人是广告商最重要的目标群体，因为商家需要逐步培养人们对品牌的忠诚度。

www...

youthxchange.net
/awakening-your-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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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少年平均每人每周看２３个小时的电视。
儿童在电视机前消耗的时间比他们在学校的时间都长。等到他们长到１８岁的时候，他们从电视上
看到的暴力动作会超过１０万个，“亲眼见证”了３０万个商业广告。
年轻人在电视机前花费的时间是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看电视时间总和的两倍。

事实上，青少年是广告商所瞄准的重要目标，因为他们需要青少年从小就忠于他们的品牌。
他们希望人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使用他们
的产品，并且一辈子一直使用下去。

通常情况下，广告商通过广告会一成不变的向人们传递某个简单信息。比如，广告商会刻意
组织一些专门针对女孩子参加的商业活动。这种活动与针对男孩子的活动完全不同。而一个广
告通常会告诉你一个产品的“性别”——是男用还是女用的。即使这种产品男女皆宜，使用上
根本就没有性别之分。
老套的广告秉承这样一个理念——广告事先就已经把人划分好类别无论——你是男人还是
女人（或者白人或者黑人；异性恋或是同性恋），——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自己类别的特定

规则。这种理念的灌输就剥夺了人们对自身兴趣和技能做出自我选择的权利。
我们用不着消极的接受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信息（尤其是广告）。我们完全可以 反驳他们，
１９９９年 卡尔文·克莱恩
（ＣＫ）就被迫撤换了广告，因
为消费者投诉他们的广告使
幼儿小小年纪就有性特征。

骆驼 烟草广告中被迫停止使
用拟人手法，因为消费者认
为他们意欲把孩子当作目标
客户。

拒绝接受，并说出自己的观点：
文化和阶级差别也经常在 电视 上出现。少数民族经常被描绘成少数人群、弱势或贫穷群
体。很多时候， 看电视的人 并不是正在上演的节目的目标群体。
年龄小的孩子看那些含有暴力、色情、社会问题的电视节目后患无穷。他们不 成熟，不能
批判的接受所看到的东西。成年人能够分析眼前的节目，但是孩子却会“照单全收”。如果一
个孩子看大量暴力节目，那么遇到矛盾和冲突时，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暴力手段去解决。

ｗｗｗ．ｍｅｄｉａ－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ａ／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ｄｅｘ．ｃｆｍ

人们通常对电视上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但是其他一些微妙的信息却也可以对年轻人产生
一辈子的影响。这些信息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导致过度消费。西方国家的一个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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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ｔｈｉｎｋ．ｏｒｇ）１９９５年在美国
成立的仔细思考基金会就是一个面向全世
界青年进行媒体观点辨识能力教育的机
构。他们在年轻的女孩子中间，针对女子
体形这个问题，引发了一轮新的讨论。
ｗｗｗ．ｊｕｓｔｔｈｉｎｋ．ｏｒｇ／ｓｗｅｅｔｗａｔｅｒ／ｂｉｐ

减肥
由于媒体的狂轰滥炸，女孩子们相信苗条是公认的美，更是获得爱情的关键。女孩子从８岁开始就
有体重意识，８０％的９岁小姑娘就开始节食。从１９７０年至今，饮食紊乱现象已经增长了４００％。在大
学里，２０％的女大学生有厌食和自虐这种异常危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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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性的例子就是饮食习惯紊乱现象。

偶像和观众
演员，模特，体坛冠军，的确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榜样作用。媒体就象催化剂一样，能
够唤起青年受众的意识，引起他们的关注。
音乐——这个 世界通用的语言 ——可能是最能够连续地传递大量社会信息的媒介。例子
吗？非常多！比如：生存救助、农业救助、赦免犯人等国际巡演活动、我们共同的未来、绿色
和平相册，等等。这些事件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广大观众的参与。欣赏一场音乐演出已经成为
政治或者人道主义行为。
如今，年轻人对媒体已经感到非常适应。全球有成千上万个由青少年自己创办的、目标受众
也是青少年的网站。他们创办网站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一些信念——改善人权，保护环境等。他们
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他们不但要引导媒体朝良性方向发展，也展示了他们引
导社会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力量与才干。

严肃娱乐
“广告克星”是一个加拿
大的非盈利性组织。他们出
版了一份杂志，建有一个网
站，他们致力于检测人类和
他们自身体力及智力环境的
关系。他们试图对生活和日
常习惯提出另一种观点。他
们鼓励人们置疑媒体，他们
指出媒体传达给人们的隐含
信息。这些信息往往被人们
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通过讽刺性地模仿著
名广告，一年举办一次“无
购物日”和“关闭电视
周”活动，使人们重新思考
他们的优先消费领域和生活
方式，并且逐渐对一些事情
有了新的意识——不平等，
过度消费，媒体控制等。
尽管一些人不是很赞
同“广告克星”的策略，但
是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活跃
并且具有特殊才能的极富创
造力的组织：他们利用广告
企业自己的“武器”置疑媒
体的作用和影响。“广告克
星”是一个积极的网络组织
的典范。［ｗｗｗ．ａｄｂｕｓｔｅｒｓ．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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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使用说明
章节开始引言：“为他人提供
服务等于你为自己在地球上占据的
空间付租金”。
穆罕默德·阿里
世界级拳击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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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作为一种沟通工具和获取信息的途径，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
管目前互联网还没有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互联网仍是现在的年轻人最容易接受，并最
能体现他们才干的一种朝阳媒介。同时，互联网也是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能够熟练运用的一种
通用“语言”，而且加入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与日俱增。
本训练教材既是为培训者设计的也是为学生设计的。本指南是对可持续消费这个议题及其

挑战的一个概要论述。在青年交流计划的网站上，有更详细的内容。
ＹＯＵＴＨＸＣＨＡＮＧＥ青年交流网站是一个真正互动的，反馈迅捷的载体。简单明了的图标语

言（柱状图表，图片，曲线图，广告以及ＣＤ封面等）贯穿整个网站，用以帮助人们理解所要说
明的事情。它将通过非常典型的创造性示例牢牢抓住年轻人的注意力，并使他们能够长久保持
这种注意力。而通过这些示例，年轻人将知道怎样选择，如何学习并如何运用到实践中去。

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互联网呢？首先，互联网只是传统培训方式的一个补充，它并非要
取而代之。并且互联网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其次，最重要的是，一
旦把互联网应用于教育中，将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互联网可以产生“滚雪球”效应，所有
参与者都会从中受益如：教师、年青人、机构、公司和非政府组织。
日常流行的事物（如音乐、时尚、电影、运动和新媒体等）通常是引发讨论的初始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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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交流网站利用具体真实的例子——商品与服务、事件的解决方案、论据和图表以及案例分
析——作为讲解分析的切入点，引导青年人树立可持续消费观。
２０００年，世界上９０％的互联网使用量
集中在１２个国家。来源：《明天》，
２０００年９－１０月号

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在接受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通过互联网络与他人分
享，那么我们的工作成果将会成倍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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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网站 —— www.youthxchange.net 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培训页面：网站的每个板块的内容都将在不同的页面中体现。每一个有潜力的培训知识
点都会予以突出和强调。指南将为培训者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如何更好地拓展这些强调的
培训点中涉及到的理念，并如何进一步探讨这些培训内容。

 10个基本功能按键：水平的导航栏将引导培训者和网站访问者可以直接看到关于年轻人
的要求以及需要的热门论题。如同引导访问者参观可持续性发展的社区。

 实例与数据集：通过可视性强、相关联系并极富想象力的图表集举例说明我们过去、现
在和将来的消费方式，并且将消费分配问题放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来讨论。

 最佳的实践：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消费者，那么他或她能得到什么样的支
持？目前有什么政策、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是否易于执行？别的投资者（地方政府和国家
中央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机构和国际协会，等等是怎么做的？点击进入“可持续性发展
超市”，访问者将会发现如何把可持续性消费的理念应用于实践的指导。

 测试和游戏：这个栏目用于测试访问者可持续性消费意识和相关知识的增长程度。这个
板块将和大家一起用一种更为有趣的方式来探究节能，水资源，营养问题等看似浅显但又复杂
的问题。

 工作机会：在这个板块中，有一个由几个年轻人创办的虚拟的工作机构，参与者将获得
该机构颁发的虚拟证书。通过参与这个栏目，测试者将发现实际行动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可
思议的改变。这个板块将向访问者展示，在日常工作、旅游和志愿者工作中如果遵守可持续性
消费的原则，在这里，取得专业人士才能获得的工作成效是非常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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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解答（FAQs）：告诉人们ＹＸＣ（青年交流网站）如何工作，提供专业术语和
专有名词的解释；提供关于这个项目更多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常见问题解答这个板块的目的是
促进大家积极提问，在提问中获益。

 相关链接：网站将根据导航提示的内容，基于不同的主题提供与之相关的网站链接。使
点击者在轻松浏览网站的同时还能学有所获。提供的每一个链接，都有简介和相关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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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对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的简称，它指的是一种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
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排放、甚至是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作为一
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
一体，实现了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可归纳
为３Ｒ，即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再使用（Ｒｅｕｓｅ）、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与传统经济相比，
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
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
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
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
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
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
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
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
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
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简言之，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
向。它是实施可持续战略必然的选择和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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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页 四倍因子理论和十倍因子理论（Factor 4 and Factor 10 approach）
四倍因子理论（Ｆａｃｔｏｒ４）是由德国ＷＵＰＰＥＲＴＡＬ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所长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ｅｃｋｅｒ教授于９０年代初首先提出来的。它的意思是指在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中，通过采
取各种技术措施，将能源消耗、资源消耗降低一半，同时将生产效率提高一倍，这样在同样能

部分名词
解释

源消耗和资源消耗的水平上，可以得到４倍的产出量。这一理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十倍因子理论（Ｆａｃｔｏｒ１０）最早是由德国ＷＵＰＰＥＲＴＡＬ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Ｓｃｈｍｉｄｔ－Ｂｌｅｅｋ教授于１９９４提出来的。他认为，到２０５０年，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将达到现在的
两倍；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届时将增长３￣６倍，取平均值为５；由此，对环境的影响将增
加１０倍。为保持现有的生态环境水平，必须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平衡和补偿对环境的破
坏。为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资源效率和能源效率至少提高１０倍。这一理
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第13页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生态足迹是以生命个体或群体为单位来测量其生活所使用的地被面积大小。将这些生活所
需的能量消耗、资源消费与废物处理等，换算成各种具生态可持续性的地被面积。生态足迹可
以量化生活需求与依赖生态的关联，对于过度消费的人类，正可反映出人类冲击生态的程度。
如果生态足迹过大，显示严重超限使用资源，将会造成承载容量的耗竭与生命生存的威胁。一
般而言，生态足迹有两种型态，当生态足迹比地理面积大时称为花瓣型生态足迹，反之则称为
花蕊型生态足迹。

第15页 E数代码（E-number）
欧盟（ＥＥＣ）将食品添加剂分为９大类仩许多属加工助剂性质的添加剂均列为第九类辅类中。
ＥＥＣ最早采用Ｅ－ＮＵＭＢＥＲ为编号系统仩按ＥＥＣ的分类从Ｅ１００至Ｅ９９９ 采用三位数字 由于容量有
限仩对同类品仩有时会用Ｅ×××ａ￣等形式表示。对改良淀粉仩采用四位的“Ｅ１４××”编号，目
前收编的添加剂约有２９６种。其中，色素为Ｅ１００－Ｅ１８０，抗氧化剂是Ｅ３００－Ｅ３２１。

第16页 PCBs（多氯联苯）
多氯联苯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由于良好的绝缘性、抗热性和化学稳定性，被
广泛用做蓄电池、变压器等的绝缘散热介质，以及油漆、墨水等产品的添加剂。同时，它也是
一种难以降解的有毒物质，可长期蓄积在环境和人体内，代谢极为缓慢，危害性很大。在环
境中，动植物摄入可形成生物链传递；在人体内，患者往往数年不能康复，蓄积量达到０．５～
２克时将出现中毒性症状，严重的可发生急性肝坏死，甚至死亡。１９６８年日本发生的“米糠
油”事件，就是由于多氯联苯泄漏造成食物污染，造成一千多人中毒，十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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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使用说明
《明天》，２０００年９－１０月号

图片来源
本指南中，大部分图片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图片库（ｈｔｔｐ：／／ｕｐｏ．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ｐｈｏｔｏｂａｎｋ．
ａｓｐ）。商品、广告、标识等由协会、非政府
组织和合作的公共机构以及网站提供。
其余的图片以及出处：
第６、８、９、２２、３０、３２、５２、５３页图片来
自ＰＡＴＲＩＺＩＡ ＬＵＧＯ ＬＯＰＲＩＥＮＯ
第１８、２３页图片来自《明天》杂志
第１７页图片来自意大利杂志“ＬＡ Ｎｕｏｖ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ａ”
第２０页图片来自《色彩》杂志，意大利
Ｐｏｎｚａｎｏ 威尼托区
第２２页图片来自《新品牌》，伦敦，第２０页
第２７页图片来自《前景》，伦敦，第２５页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全
称为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成
立于１９４５年。旨在通过教育、科学，
文化和传播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对和
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以增进对正义、法
治及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世界人民不分
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均享人权与基
本自由之普遍尊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
黎。有五大主要职能：前瞻性研究（明
天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科学、文
化和传播？）；知识的发展、传播与交流
（主要依靠研究、培训和教学）；制订准
则（起草和通过国际文件和法律建议）；
知识和技术（以技术合作的形式提供给
会员国制订发展政策和发展计划）；专
门化信息的交流。
在促进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所作的工作是跨学科的，
工作方式采用与其他组织和团体协作互
助的形式。促进可持续性发展这部分工
作主要由教育和科技部负责。教育和科
技部工作的目标是促进不同水平的价值
和道德规范教育，从而有效影响人们的
生活方式和思想态度，有助于建立一个
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７， ｐｌａｃｅ ｄｅ Ｆｏｎｔｅｎｏｙ
７５７３２ Ｐａｒｉｓ Ｃｅｄｅｘ ０７ （Ｆｒａｎｃｅ）
电话：（＋３３ １） ４５６ ８１０ ３６
传真：（＋３３ １） ４５６ ８５６ ３５
电子邮件：ｊ．ｈｅｉｓｓ＠ｕｎｅｓｃｏ．ｏｒｇ
网址：ｗｗｗ．ｕｎｅｓｏ．ｏｒｇ

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
业与经济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
济司（ＵＮＥＰ ＤＴＩＥ）的使命是帮助政府、
地方行政机构和工业发展决策者遵循
以下原则做出决策：
是否更清洁和更安全；
有效利用自然资源；
确保化学制品的有效管理；
环境成本具体化；
减少污染，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
司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由一个中心和
四个分支机构组成：国际环境技术中
心（日本大阪）；生产与消费分部（法国
巴黎）；化学制品分部（日内瓦）；能源
与臭氧行动分部（法国巴黎）；经济与贸
易分部（日内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
司的工作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提
高人类环境意识；促进信息的交流；
能力建设；促成技术协作，建立合作
伙伴与技术转移；提高人们对贸易给
环境带来影响的理解；促进政府综合
环境因素而制定经济政策；促进全球
化学制品的安全使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
司的作用是促使工业企业、政府和非
政府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协作，努力
使工业发展形式日趋环保，并促进社
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UNEP DTIE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司）
３９－４３， Ｑｕａｉ Ａｎｄｒé Ｃｉｔｒｏ仩ｎ
７５７３９ Ｐａｒｉｓ Ｃｅｄｅｘ １５ （Ｆｒａｎｃｅ）
电话：（＋３３ １） ４４３ ７１４ ５０
传真：（＋３３ １） ４４３ ７１４ ７４
电子邮件：ｓｃ＠ｕｎｅｐ．ｆｒ
网址：ｗｗｗ．ｕｎｅｐｔｉｅ．ｏｒｇ

关于媒体，生态与技术联盟
媒体，生态与技术联盟（Ｍｅｄｉａ，
`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Ａ）
是一个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联络了一批
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信息交流方
面的专家，并通过新媒介和新技术推广
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该组织的主要
工作包括调查研究，事件组织，出版宣
传材料，活动交流和给公众和私人组织
`
提供技术和科学支持。ＭＥＴＡ曾与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司共同启
动了“推广更美好的世界”项目，鼓励
`
媒体参与唤起人们的可
持续性消费意
识。ＭＥＴＡ建立了理念，参与了调查并
最终审定了青年交流计划训练手册。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
META
Ｍｅｄｉａ，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媒体，生态与技术联盟）
６１， ｒｕｅ ｄｅ ｌ′Ａｍａｚｏｎｅ
１０６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电话：（＋３２ ２） ５３８ ９４ ５２
传真：（＋３３ １） ４４３ ７１４ ７４
电子邮件：ｍｅｔａ＠ｏｎｌｉｎｅ．ｂｅ

关于国际消费者联盟
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成立于１９６０年，
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其宗旨是
通过保护全世界的消费者（国际消费者联盟
组织帮助的消费者对象无论贫富，无论边
缘消费者群体还是弱势消费者群体）的利
益，在世界范围内协助各国消费者组织和
机构打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由于认识
到要满足未来消费者的需求，必须依靠可持
续性发展的消费模式，国际消费者联盟组
织积极支持青年交流计划，帮助该项目搜
集资料，并提供出版建议。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ConsumersInternational（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
２４， Ｈｉｇｈｂｕｒｙ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Ｎ５１ ＲＸ （ＵＫ）
电话：（＋４４ ２０） ７２２ ６６６ ６３
传真：（＋３３ １） ７３５ ４０６ ０７
电子邮件（总部）：ｃｏｎｓｉｎｔ＠ｃｏｎｓｉｎｔ．ｏｒｇ
网址：ｗｗｗ．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

www.unesco.org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科文组织
Tel: (33 1) 45 68 10 00
Fax: (33 1) 45 67 16 90
Telex: 204461 Paris; 270602 Pari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质量促进司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7, place de Fontenoy
75732 Paris Cedex 07
France
Tel: (+33 1) 456 810 36
Fax: (+33 1) 456 856 35
e-mail: j.heiss@unesco.org
www.unesco.org/education

youthXchange

www.youthxchange.net - towards sustainable lifestyles

training kit on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 THE GUID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技术、工业与经济司
可持续性消费
39-43, quai André-Citröen
75739 Paris Cedex 15
France
Tel: (+33 1) 443 714 50
Fax: (+33 1) 443 714 74
e-mail: sc@unep.fr
www.uneptie.org/sustain

www.unep.or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肯尼亚 内罗毕 30552信箱
Tel: (254 2) 621234
Fax: (254 2) 623927
E-mail: cpiinfo@unep.org
web: www.unep.org
薄纸、无塑印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