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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所高校响应“壹减壹”

环保活动 

“壹减壹”拒用一次性

餐具！ 

“壹减壹”行动：为了减少一次性餐具的

使用，从 2011 年 11 月到 2012 年 6 月，广

州共有 12 所高校开展了“壹减壹行动”拒

绝使用一次性餐具，分别是华农、华工、

广大、广药、华师和仲恺农工等学校。 

 

绿点阳光，情暖元旦——元旦迎新交流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在办公

室开展了元旦迎新交流会。本次活动由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主办，旨在通过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拉近绿

点与社团成员的关系，促进与环保 NGO、环保企业的

互动联结。<详情点击>  

“保护母亲河·绿沁南岭”——为了母亲河 2012 年广

东青春感恩行动 

2012 年 2 月 8 日，华南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蒲公

英的种子”项目 18位成员安全抵达河源市紫金县南岭

镇南岭中学，第二期“保护母亲河——绿沁南岭”活动

在韩江源顺利拉开序幕。<详情点击>  

绿点项目和环保行动 

绿点环保社团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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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生态修复，严格追究相关责任——民间社会

对南岭毁林修路工程之声明： 

在过去的大半个月，南岭毁林开路工程在众多环保力

量的推动下，逐渐浮出水面，并迫使开发公司和有关

政府部门进行了回应。但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历史责任

依然存在，我们依旧期望继续为南岭鼓与呼，为我们

美丽的大自然争取一份宁静！ 

<详情点击> 

 

本期环保专题——南岭之殇 

相关文章： 

遭遇野蛮开路 南岭植被损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遭遇开膛破肚 

南岭保护区核心区开路事件信息整理（第一版 0113）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野蛮开路#事情进展纪要 

南岭之殇 

 

财新网：广东河源 4.8级地震被指由水库蓄水诱发  

中国青年报：胶水中毒事件又见地毯式治理 

广东环保公益网：省环保基金会资助公益项目东江源研究获得省级、厅级立项 

南方周末：将中国式“漂绿”监督到底——中国第一份公司漂绿标准发布 

南方日报：广东农村垃圾处理与经济大省很不相称 

中国证券网：一线城市水价上涨破题 水务公司盈利难逐步改观 

中国新闻网：英国会议员访穗 关注"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技术" 

广东环境保护公众网：李清厅长调研上角村扶贫工作时要求“绿色扶贫”要特事特办 

广东环保：广州市生活垃圾清运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 

中国经济网：广东仁化 37 人血铅超标 环保部门正全面排查原因 

大洋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下月审议环保条例 

本期环保专题 

广东环保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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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录： 

现代社会提倡专业化、职业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被

切割成不同的学科。这样的分割确实一直在推动学科

发展的深化，但是若是人们缺乏通识教育，认识世界

容易过于局限，而现实世界不应因为的学科划分而分

裂，现实世界的问题也很难通过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解

决。 

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 更多是诉求于自上而下的

方式，美国的传统游说就是靠影响政策制定者来制定

或者改变法律。但是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普及，民众

的力量可以更加集中，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

未来，环保 NGO 能够撼动大众，改变大众认知是非

常关键的，因为花在政府游说上的资金、时间成本会

远远高于向民众普及知识。同样需要给让更多的老百

姓懂得自然，了解环境知识，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和

环境变化的联结。<详情点击> 

《小乐的环保观》——文-庄巧祎（现就

读于雪城大学） 

本期青年绿色卫士简介： 

庄巧祎，雪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本科

南京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大三开始给一个

联 合

国 退

休 的

大 叔

做 汉

语 辅

导，大

四时期加入南大模拟联合国协会。在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经社理事

会）秘书处实习。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香港地球之友、拜客广州三家环保 NGO 专职和实习生招募消息 

三家机构联合办公，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群书汇集的阅读室，给你家一样的温暖。走进环

保公益组织，可以获得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的机会；享受一段快乐公益的时光„„ 

加入我们，展现你个人的魅力，发挥你独特的专长； 

加入我们，有团队，不寂寞； 

一起参与，一起行动，一起突破！ 

<详情点击> 

青年绿色卫士环境评论 

招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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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总干事——张立凡 

从政十载眼茫茫，走投无路心凄凉； 

一入公益念始彰，投身环保真方向； 

空空白手意似钢，呼朋唤友渐兴帮； 

贯通中外齐和唱，一展宏图现曙光。 

对绿点的祝福：百年老 O!对！就是百

年老 O！不知道它将会是 NGO，还是

NPO，抑或社企，还是 CEO。未来谁说的

定呢？也许我们都不在了。但它一定是个

诞生过无数绿色领袖的百年老 O!!! 

在绿点的感受：成长似乎不应该是我

这个年龄的事情，但是年近不惑的我却依

然感觉到明显的成长，因为和 80、90 后

混在一起，还明显感觉到年轻。我现在的

感受就是：不在乎我将会得到多少，而在

意我能够做出多少贡献，因为我很清楚，

付出即是收获！ 

 

平步青云讲坛第三期三月份即将开锣！ 

2007 年 10 月开始，由香港地球之友、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联合发起的「平步青云讲坛」，旨在通过邀

请国内外商界与环保界资深人士、NGO 领袖，利用轻

松、活泼、互动、亲切的访谈，分享经验和能力培训，

帮助有志投身环保事业的年轻人认清目标，将环保与

职业和人生规划相互渗透，跟随毕业－就业－创业－

理想的旅程。 

2012

年，香港地

球之友和绿

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继续开展“平步青云讲坛”，让环

保理念继续深入和拓展到珠三角城市的大

学生及年青人的理想和人生规划之中。第

三期项目时间从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 10 讲。 

 

绿点人风采 

活动预告 

说明：本月刊内容大部分来源于互联网，均为公益目的（且其中观点不代表编辑者立场）。如果

本月刊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尽快联系我，我会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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