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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封面人物 

 

“路漫长，我们这样走着，心里想着后人的路会平坦些，

少些泥泞，想到这些，谁也不会停下。”                                 

 

-               ---广东环保卫士陈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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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我们不再唱“独角戏”  

  南都：为什么关注 P M2 .5，发起“广州蓝天行动”？ 

  陈嘉俊：拜客广州的宗旨就要是发动市民践行低碳理念单车出行，而空气污染是一个很大

的问题，特别是 P M2 .5 这个概念，很多市民根本不了解。“广州蓝天行动”就是通过名人担任“蓝

天先锋”让市民了解 PM 2.5.  

  南都：之前有专家说，民间检测的设备简陋，也有网友质疑你们检测的数据不够精确。  

  陈嘉俊：我们发起“蓝天行动”，更注重让公众参与和了解，不想以公布数据作为结果，我

想让市民去思考：你为这数据做过些什么？你还能做些什么？  

  南都：所以你更注重全民参与，用名人秀的形式增加关注度是吧？  

  陈嘉俊：是的。每个人都参与，PM 2.5 检测才有意义。我们的计划是从 3 月开始在民间接

力检测，一直做到年底。  

  南都：有没有尝试与环保部门的专家合作？  

  陈嘉俊：有。春节前我有幸跟市环保局副局长杨柳见面，他跟我们交流了 P M2 .5 的检测

现状，并承诺让拜客广州的成员前往市环保局的检测中心参观，并请专家给我们培训。具体时

间很快就会确定。  

  南都：这次活动中，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陈嘉俊：就是很多微博名人给我们的支持吧，南方电视台也积极和我们合作，能请到@医

生哥波子，还有明星政协委员韩志鹏，应该说这次活动算是很成功的了。之前的有些活动，都

是我们唱“独角戏”。 

  南都：你对广州的拇指妹、举牌哥、雷闯怎么看？ 

  陈嘉俊：这个城市需要拇指妹、举牌哥、雷闯，但是我跟他们不同，他们是个人行动，而

我是代表拜客广州团队发声。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不是为了制造明星。  

<更多详情请点击>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214/1239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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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环保热点 

时代周报：珠三角率先监测 PM2.5 广东按新标准公布监测指标       

3 月 8 日，珠三角 17 个监测站点正式公布包括 PM2.5 

在内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珠三角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按照新标准

公布监测指标并评价空气质量的城市群。 

5天后的 3月 12日，广州和珠三角即时发布的 PM2.5实时监测数据显示：

当天下午时段有个别站点 PM2.5 数值首次出现超标。尽管专家对此做出

了“气温上升”的解释，但这也让 PM2.5 再一次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从数据首次发布以来，不少人都在质疑监测数据明显偏低的同

时，也在质疑监测地方的选取是否合理„„<更多详情请点击> 

 

更多相关资讯： 

新浪广东：防治 PM2.5 污染科普宣传进社区进校园 

凤凰网：空气质量 广州 PM2.5“半黄半绿”全达标 

新华网：广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2015 年或破解垃圾危机 

深圳晚报：深圳蛇口工业区荣获 “全国绿色低碳国土奖” 

中国网：广州部分企业工作环境恶劣频发胶水中毒事件  

广东环保公益公众网：官方民间齐治污染 迎来民主环保时代 

广东环保公益公众网：李清要求 6 月 30 日前完成淡水河、石马河污染整治工作 

 

 

环境评论 

中国环境网： PM2.5，我们想清楚了吗？   

 作者 徐琦 

随着去年下半年的持续灰霾天气，“PM2.5”这样一个原本有些生僻的专有名词瞬间走红。它

体积很小，直径还不及头发丝的 1/20，但是又事关重大，因为它影响着人体健康。 

  “我感觉呼吸困难！”“我嗓子发干！”“我喉咙疼！”“到底要不要装空气过滤净化机？”“出

门是不是一定要戴口罩？”“要不要在家里种花种草？”„„近来类似的担忧在城市蔓延，人

http://www.ewise.com.cn/Industry/201203/1517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3678.htm
http://www.ewise.com.cn/Industry/201203/151706.htm
http://www.ewise.com.cn/Industry/201203/151706.htm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416/1277052.html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416/1277052.html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4/21/14049388_0.shtml
http://env.southcn.com/xwzx/snyw/content/2012-04/09/content_42721790.htm
http://www.gdep.gov.cn/zwxx_1/gzdt/dsdt/shenzhen/201204/t20120409_124005.html
http://www.china.com.cn/news/env/2012-04/10/content_25104727.htm
http://www.gepf.org.cn/news/shownews.asp?newsid=4180
http://www.gepf.org.cn/news/shownews.asp?newsid=4180
http://www.gepf.org.cn/news/shownews.asp?newsid=4142
http://cenews.com.cn/xwzx/201203/t20120326_714683.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3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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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 PM2.5 的态度从好奇逐渐变为恐慌。那么，小小 PM2.5 是否真的猛于虎？关于 PM2.5 的

种种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完全弄清楚了呢？ 

  是不是太单一化了？ 

  PM2.5 又被称作是可入肺颗粒物，与 PM10 相比，它更容易进入人体内，并参与肺部的气

体交换，进而对呼吸系统乃至心血管、神经系统造成影响。就像大自然中的细菌一样，PM2.5

看不见也摸不着，也分为无害和有害两种。PM2.5 是否有害，取决于它的成因。比如化石燃料

燃烧形成的，本身就可能有毒；由干净海水飞沫干枯而成的则无毒。 

  研究显示，中国的 PM2.5 中，除了直接排入空气的一次颗粒物，还有超过 50％都是污染

物的二次转化形成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出的气体、机动车尾气、化工厂排放的废气，在空气

中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就将形成 PM2.5，有时还会吸附空气中如铅、砷和多环芳烃类的有害物

质，长期在此环境中生活，必然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影响。<详情请点击> 

 

 

环保知多 D  

食品商务网:PM2.5 超过吸烟成肺癌主因 十种食物助你清肺润肠 

    广东省气象部门首席专家吴兑根据分析广州五十多年来的 PM2.5 数据发现，PM2.5 对市

民身体健康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现已超过吸烟成为导致肺癌的最主要因素，他和他的科研团队

发现，PM2.5 的浓度增加之后 7—8 年，肺癌死亡率就会上升。 

    根据中国卫生部门统计，虽然中国人吸烟程度近 40 年来并无明显变化，但肺癌发病率却呈

明显上升趋势。事实上，广州也存在类似问题，吸烟率变化不大，肺癌发病率却呈上升趋势。

广东省疾控中心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马文军和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

吸内科张挪富教授一致认为，目前 PM2.5 上的吸附物比吸烟更可怕。 

    PM2.5 颗粒物易侵入人体呼吸道，使人体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降低，造成呼吸不畅、胸闷、

干咳、咽干咽痒等不适，长期吸入易致鼻炎、咽喉炎、支气管炎等症，也容易使哮喘、慢性支

气管炎、慢阻肺等慢性病急性发作。如果二噁英等致癌物质附着其中，进入人体会增加致癌风

险。 

食疗清肺润肠是关键 

    2011 我们将迎来帝都史上最无奈的立冬，漫天的雾障挟裹着各种可吸入颗粒物肆虐横行。

http://cenews.com.cn/xwzx/201203/t20120326_714683.html
http://www.21food.cn/html/news/35/6635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3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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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它清浊，让它温润，不但可以舒缓不适，降低患病风险，更有助健康入冬。 

    一、雪梨 

    清肺原理：白色入肺，故白色食物都对肺有保养功效。雪梨水份大，性略寒，可以生津润燥、

清热化痰。 

健康 TIPS：清肺梨：把雪梨内部掏空，放入川贝、冰糖等上锅煮或蒸熟，待稍冷却后加入

蜂蜜……<更多详情请点击 > 

 

 

环保社团动态 

11 所高校联合 “壹减壹行动”                               

过去一个多月，在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的指导下，

在数名全国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的带领下，华南师范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药学

院、仲恺学院六所高校成功地联合发起了拒绝一次性餐具

“壹减壹行动”。 

“壹减壹行动”对 11 所高校一次性使用现状进行了充分的调

研前期，目前他们已经整理出一份系统可靠的高校饭堂一

次性餐具使用现状调查报告，对各高校饭堂、社会、学校

部门、学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3 月 12 日是我们的植

树节，借此良机，由 8 个学校 9 个社团对拒绝一次性餐具“壹减壹行动”进行了联合的大型宣传。

他们通过资料展示，解说一次性餐具的危害，承诺拒绝一次性餐具的签名以及有趣新奇的行为

艺术呼吁同学们关注校园一次性餐具问题。 

 

其他环保社团近期动态： 

广工节能环保协会清除校园牛皮藓 

广铁学院水果贺卡交流会 

广州科贸绿协资源回收活动 

华工 Fresh 废纸大变身环教活动 

华师第三届生态文明教育月隆重开幕 

http://www.21food.cn/html/news/35/663534.htm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7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1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9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3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3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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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恺 GreenSky 保护动物环教活动 

南方医绿沙“爱绕凤城，环保前行” 

广外绿色先锋地球一小时活动 

华农环保科技协会水质监测活动 

暨大绿青绿色小超人环教活动 

 

 

黑点与亮点   

黑点 

中国青年报：我国每年废弃 1 亿部手机 1 块电池可污染 6 万升水   

据中国广播网等媒体报道，目前全球每年废弃的手机约有 4 亿部，其中中国有近 1 亿部。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近期发布的《化电子垃圾为资源》报告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废弃手机数量将

比 2007 年增长 7 倍。据了解，废旧手机零件中含有铅、鎘、汞等多种有害物质，若直接丢弃

将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一块废旧手机电池的污染强度是普通干电池的 100 倍，可污染 6 万

升水。如果将废旧手机运到垃圾场焚化，塑料外壳还会产生含氯的有毒物质，甚至是一级致癌

物“二恶英”。手机印刷线路板和外壳都含溴阻燃剂，会破坏人体健康，引起甲状腺功能紊乱、

内分泌失调以及神经、免疫系统问题等。 

 

亮点 

新华网：江苏推“生态殡葬” 

据悉，“十二五”期间江苏将积极推动各地市出台为参加海葬、树葬等生态葬群众提供的经济补

贴政策，同时加快立体式骨灰存放设施建设，通过政策、资金等手段积极倡导“生态绿色殡葬”。 

截至目前，江苏省内已有约 150 万具骨灰选择了占地面积较少的立体式安放葬式；骨灰撒散和

使用可降解骨灰盒等不保存骨灰的安葬方式也逐步推广，目前已有约 2 万具骨灰选择生态环保

葬法。 此外，参加集体公祭和选用鲜花祭祀的人数逐

年增加，文明环保的祭祀方式得到有效推广。  

新华报业网：“垃圾袋”女孩中国潮人秀倡环保 

4 月 8 日，杭州解百购物广场“街头文化派对暨中国潮

人秀杭州选拔赛 ”现场，一群身着塑料袋的舞者

——missycat 舞团，引起全场视觉风暴。 蓝色垃圾袋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9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6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1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9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30
http://zqb.cyol.com/html/2012-03/29/nw.D110000zgqnb_20120329_1-07.htm
http://zqb.cyol.com/html/2012-03/29/nw.D110000zgqnb_20120329_1-0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3/27/c_111707884.htm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2/04/12/0131260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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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的环保外套，清一色花色 legging，投入的表情，对于今天的特别造型和表演，missyca 舞

团表示：“我们的表演服装是用可降解的垃圾袋做成的，我们穿上它，并用街舞的方式演绎公

共卫生和垃圾分类的故事，是想通过外在的造型，内在的表演内容倡导大家关注公共卫生、关

注环境保护。„潮‟是一种观念和态度，„环保‟是当下最潮的观念，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造型和

舞蹈让很多人参与到环保的运动中来！”  

 

更多相关资讯： 

新浪网：北京环保志愿者将采取“BMW”出行方式植树   

WWF 新闻：2012 地球一小时再度席卷全球 中国参与城市再创新高   

中国绿色时报：国家林业局重拳打击破坏湿地违法行为 

 

 

绿客地球机构动态 

绿点网：[平步青云]第十八讲：广药站精彩回顾 

3 月 23 日，伴随着世界水日的到来，来自广东各大环保社团代表和媒体记者等 200 人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下，与水技术专家、绿色江河志愿者熊杨先生以及中国环境使者吴方笑薇女士开展了

一场与“水足迹”的对话。 

 “关注环境的人，没有国界，没有地界，环境是一个整体的思想，确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

从身边做起。” 

                                                                      ---熊杨 

“我们今天拥有的，不是永远拥有。我们好好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好东西，水是一个宝贵的资

源，也是一笔财富，将来可能面对的水危机，你们需要好好准备，将来的水危机、水债，谁来

偿还，是你们。所以我们今天呼唤，去唤醒所有的年轻人，好好预备缺水的未来，付出一点行

动，好好的回应，好好的争取。” 

                                                                     --吴方笑薇 

 “你们把垃圾放在这里，一百年不腐烂，三百年不腐烂，五百年不腐烂，最后还是我们自己

喝的水。” 

                                                                     --余炎棠 

„„ <更多详情请点击>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2-04-06/102024229939.shtml
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resscenter/pressdetail.shtm?id=1334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2-04-11/100924253911.shtml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9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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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广东：响应地球一小时 今晚小蛮腰西塔熄灯一小时 

拜客约你踩单车夜游珠江 

记者昨日从广州本土的环保组织拜客广州获悉，今晚 19：30，该社团将组织单车爱好者们，

从天字码头的志愿者驿站出发，开始“地球一小时，畅游夜广州”的骑行活动，并向骑车参与活

动的市民赠送环保纪品。 

„„ <更多详情请点击> 

 

 

招募消息   

“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 

Co-China 夏令营 

点亮行动小组招募志愿者 

《创平台》青 v 年参与计划 

担当者行动 2012 未来英才夏令营志愿者招募公告 

重庆青年环境交流中心招募空气监测志愿者 

“服务西部教育 爱心照亮希望”2012 年暑假西部支教志愿者招募  

携爱同程 2012 年暑假志愿者招募公告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331/1268824.html
http://bikegz.com/newscenter.php
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331/1268824.html
http://bike.gz.blog.163.com/blog/static/126853381201231710331893/
https://cochina.org/summercamp/
https://cochina.org/summercamp/
http://tieba.baidu.com/p/1454810800
http://tieba.baidu.com/p/1454810800
http://shd08.blog.163.com/
http://bbs.dandang.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6
http://bbs.dandang.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6
http://www.greenba.org/mode.php?m=cms&q=view&id=57
http://www.greenba.org/mode.php?m=cms&q=view&id=57
http://blog.renren.com/share/601101239/11645344669?from=0101010102&ref=minifeed&sfet=102&fin=9&ff_id=601101239
http://blog.renren.com/share/601101239/11645344669?from=0101010102&ref=minifeed&sfet=102&fin=9&ff_id=601101239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201203/1438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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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1、「平步青云讲坛」第十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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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平步青云讲坛」活动范围已扩展至广州、南昌、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让环保 

 

2、《I Green 东江》小额资助项目 

《I Green 东江》小额资助项目由香港地球之友和绿点青年环保教育中心主办，旨在透过讨论、

参与、行动、反思的过程，让历届东江之子义工通过学习、实践和探索，找数据、找信息、找

问题、找代价、找责任、找转机、找替代方法、找新技术、找新产品、找新产业、找公益创新

案例等，运用知识、行动和创意来改善东江的环境状况，并带动更多其他义工的参与，从而促

进更多“上游下游手拉手，护水护土扶农村”的公益行动。 

 

3、《创平台》青年参与计划 

《创平台》青年参与计划是由和谐发展促进会主办，为期 14 个月的学习过程，旨在透过建立

一个参与、平等、行动、反思的平台，让青年人可以自主地积极学习、实践和探索。 现在他们

将用“非演之演”的演出方式分享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或反思。 

报名看演出：http://www.askform.cn/137976-26119 

 

 

 

 

 

 

 

http://www.gpaction.net/xm.php?news_id=5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113
http://shd08.blog.163.com/
http://www.askform.cn/137976-2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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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机构简介 

             

 

  

  

   

 

编辑：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宣传推广专员 游路西 

助理编辑：邹贵珍 陈姚姚 陈美玉 

 

欢迎投稿：1226824892@qq.com 

投稿须知：本月刊《环境评论》一栏长期征稿，

限于环保话题，字数 800-1500 之间。 

 

订阅途径:发送你的机构、姓名、电话、QQ、

邮箱、订阅理由到 lkdqyuekan@gmail.com (如

有加入环保协会，请在订阅理由后写上协会名

称)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网址：http://www.gpaction.net  

电邮：gpaction@vip.163.com  

新浪微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拜客广州 

网址：http://bikegz.com 

电邮：bike.gz@163.com 

博客：http://bike.gz.blog.163.com  

新浪微博：@拜客广州 

 

香港地球之友 

网址：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电邮：foehk@foe.org.hk 

新浪微博：@香港地球之友 

 

 

温馨提示：为节约办公资源，绿点青年环境

教育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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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绿客地球： 

办公室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 489 号佳信花园佳

信二街 3 号 C3 栋 9 层 904 房 

电话：020-84054109  

传真：020-34150625 

交通指引：【地铁】赤岗站 C2 出口；【公交】

赤岗东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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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paction.net/
http://bikegz.com/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mailto:1226824892@qq.com
mailto:邮箱到lkdqyuekan@gmail.com
http://www.gpaction.net/
http://weibo.com/gpaction
http://bikegz.com/
mailto:bike.gz@163.com
http://bike.gz.blog.163.com/
http://t.sina.com.cn/bikegz
http://www.foe.org.hk/welcome/gettc.asp
mailto:foehk@foe.org.hk
http://weibo.com/fo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