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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南方都市报：吸“毒”气喝“毒”水 致韶关

儿童血铅超标 

今年，韶关市仁化县董塘镇有 37 名

14 岁以下儿童被查出血铅超标，昨日村

民们表示，尚有约一半的儿童未进行血铅

检测，对这些孩子的状况也表示不乐观。

而血铅超标的原因，大量村民怀疑与邻近

的丹霞冶炼厂有关。详情请关注>>> 

 

韶关，在离冶炼厂较近的地方，大量蕨类植物呈灰

黑色。而在离厂较远的山上，此类植物则郁郁葱葱。 

羊城晚报：广东韶关 2 个孩子猛掉发 牵

出 37 名儿童血铅超标 

7 岁的孙子不停地掉头发，去医院一

查，竟是血铅超标。连日来，韶关市仁化

县董塘镇的村民，陆续将自己的孩子送往

韶关检测，结果 37 名儿童血铅超过正常

范围。22 日上午，卫生部门组织医生进

入董塘镇，关于血铅的普查已经全面展

开。详情请关注>>> 

 

刘鸿带的大孙女血铅含量是正常值 2 倍多 

【相关消息】 

南方电视：广东北江变红水河 重金属污染催生癌症村 

羊城晚报：3亿亩地遭重金属污染  广东仅一成耕地幸免 

信息时报：广东蔬菜基地土壤污染严重 重金属超标率达 60% 

珠江卫视：广东耕地重金属污染情况严重 

http://gcontent.oeeee.com/d/01/d01016b522179c23/Blog/24f/4f7056.html
http://news.sohu.com/20120223/n335692701.shtml
http://video.baomihua.com/11484984/18026013_s0p01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1-10/12/content_1229405.htm
http://roll.sohu.com/20120116/n332283812.shtml
http://v.dayoo.com/afterMediaFileAction.do?method=getPlayMedia&fileId=45771


《绿客地球》——关注广东环保动态的青年人刊物 

 

绿客地球机构最新动态——请关注新浪微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拜客广州 @香港地球之友 

 

本期热点——重金属污染防治 

新华网：广东环保挂牌督办韶关重金属污染整

治 

广东省监察厅和环保厅于今年 3 月联合

发布 2012 年环保挂牌督办名单，对“韶关市仁

化县董塘镇重金属污染整治”等10个重点环境

问题进行省级挂牌督办。广东省环保厅厅长李

清表示，今年广东将集中整治重金属、危险废

物、饮用水源地污染，严厉打击环境保护违法

违纪行为。详情请关注>>> 

南方都市报：广东重金属污染企业 255 家将

被搬迁或淘汰 

2012 年底前全省要搬迁或淘汰重金属

污染企业 255 家。5 月 22 日上午，省政府在

广州召开了全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会

议。省环保厅厅长李清在会上介绍了 2011

年全省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和 2012 年

的工作安排。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凤凰台：民众担心蔬菜污染  粤整顿重金属 

广东卫视新闻： 广东今年重点治理重金属及危险废物污染 

广州日报：电镀厂污水直排巴江河 34 家企业停产  

 

相关评论 

【沈建华】遏制重金属污染：老问题新希望 

重金属污染，由于在环境中可迁移性差、不易

降解，修复难度大，在世界各国都历来是环境治理

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我国，重金属污染又和水体

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农田土壤污染

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重金属从环

境进入农产品、畜牧品、水产品，成了当前食品安

全的一个主要威胁。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前不久

表示，今年要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把加大对相关

企业的监管作为一项维护群众健康、增进群众福祉

的重要民生工程。详情请关注>>> 

【李真理&李继明】重金属污染：问题

何在？如何防治？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

事件层出不穷，笔者是基层环境管理

人员，参与编制了所在区域重金属污

染防治规划，并全程参与了区域内涉

重金属污染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现

结合自身经验，谈谈重金属污染防治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搜狐评论：重金属污染悲剧何时休？  

中国环境报：重金属污染防治挑战何在？ 

果壳网：废旧电池：回收的困境 

首席评论：半数城市用水可能不达标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2-03/28/content_24974078.htm
http://news.cntv.cn/20120523/118563.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ta3WMLtiZZs/
http://video.sina.com.cn/v/b/73309056-1802564877.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2-02-29/040524028683.shtml
http://info.news365.com.cn/was5/web/detail?record=1&primarykeyvalue=DIC_ID%3D04FB583F6.0000305B.0029&channelid=252937&searchword=%E6%A0%87%E9%A2%98%3D%27%E9%87%8D%E9%87%91%E5%B1%9E%27&keyword=%E6%A0%87%E9%A2%98%3D%27%E9%87%8D%E9%87%91%E5%B1%9E%27
http://ep.chinaluxus.com/Efs/20120427/171190.html
http://star.news.sohu.com/s2011/heavymetalpollution/
http://env.people.com.cn/GB/17756561.html
http://www.guokr.com/article/27107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MTYwNzg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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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绿点网： 

华师绿社赴河源紫金南岭镇项目总通讯稿 

2012年7月16日，紫金县南岭镇南岭中学

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他们就是华南

师范大学绿色文明社团的25名成员。带着推广

绿色环保理念，关爱农村青少年的目的，从

2011年7月开始，他们在南岭镇开启了为期三

年的“蒲公英的种子——绿沁南岭”项目。 

详情请关注>>> 

 绿点网： 

绿色营莞城工作总结，营员关系更近一步 

2012年7月23日，2012年第十届广州大学

生绿色营进入营期的第4天，也是广州营在东

莞的最后一天。今天，主要是调研组、纪录片

组和公宣组对东莞工作的补充与总结。 

上午，调研组对在东江莞城段的访谈信

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将汇总信息进行了电

子版的整理。调研组在东江莞城段的调研工作

中取得了27个有效样本，其中细村17个，万江

村10个，另外，调研组还对调研报告进行了初

步撰写。纪录片组则是对脚本进行了详细的补

充，包括拍摄内容、拍摄手法等。宣教组确定

了公宣思路——生态补偿，另外对环教内容，

特别是关于东江源和河源方面的资料进行了

补充。 

详情请关注>>> 

【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系列报道】 

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营前集训拉开帷幕 

中大人类学黄源师兄指导调研培训，促思考，确方向 

集训小组工作与时间赛跑 
2012 年第十届广州大学生绿色营正式开营 

绿色营工作正式开动，各组火力全开 

绿色营工作按部就班，伴随营员个人成长 

风雨兼程从东莞到惠州，绿色营营员继续工作 

营员工作在风雨中，不忘缅怀马霞 

绿色营莞城工作总结，营员关系更近一步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8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6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6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7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4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5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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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客地球机构动态以及活动预告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第五届绿点精英夏令营暨第四届环教夏令营活动 

绿点夏令营是广东高校环保社团成长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旨

在通过对新上任的环保社团会长及环教组长进行为期五天的针对性培训，促进营员们在环保

认识、组织管理技能、团队建设、资源共享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认识。 

主办：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目的：相互认识、建立自信、了解需求、制定计划、能力建设； 

对象：参与广东省高校环保社团交流平台计划的总负责人（需会长级以上）、深度陪伴

社团的核心成员（2 名会长级、2 名部长级成员）；绿点高校环保社团环教组的核心成员； 

时间：2012 年 8 月 20 日-24 日； 

地点：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东莞市中堂镇）； 

更多详情>>> 

2012绿点夏令营——筹委篇  

“绿点皇朝”于 2012盛夏迎

来十位功臣，他们放弃暑假

休息时间，打响了夏令营一

战。夏令营前中后期各项工

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他们，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工作

的点点滴滴吧。 

更多详情>>> 

 

2012 绿点夏令营——生活篇 

2012 年 8 月 20 到 24 号我们

驻扎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生

命力学习营地。从忐忑到快

乐，再到依依不舍，我们惦记

着学校的饭菜，营地的环境，

萌翻了的黑羊与白羊，疯狂的

七夕之夜，忘年的交流和分

享„„  

更多详情>>> 

2012绿点夏令营——课程篇: 

曾记否,在夏令营期间：自我

察觉时泪脸满面、绿色寻梦嘉

宾分享时积极踊跃、公民社会

时疑惑多多、自然体验时精彩

万分、社团周期体验时度日如

年„„期待大家将在营期学

到知识分享到社团，努力将环

保事业推上一层楼！ 

更多详情>>>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8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9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9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9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294


《绿客地球》——关注广东环保动态的青年人刊物 

 

绿客地球机构最新动态——请关注新浪微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拜客广州 @香港地球之友 

 

【拜客广州】 

踩单车，看风景，品人生 

——拜客沙龙之“自行车上的风景” 

2012年8月11日

下午两点半，时隔半个月，在广州 T.I.T 创意园流行美首

发空间，拜客沙龙再次开场。也许每个人都有旅行甚至是

流浪的梦想，而你是否想过或尝试踩上自行车圆梦一回？

本期沙龙“自行车上的风景”特邀嘉宾 Uncle Moon 和王

卫，骑行有故事，精彩各不同。 

详情请关注>>> 

 

【香港地球之友】 

【活动预告】第八届东江之子工作报告暨历届义工分享会 

同喝一口东江水，江西、广东和香港对东江水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责任和影响重大，除了供水、用水和买水外，三地

如何超越“独善其身”的范畴。2009 年，香港地球之友从东

江上下游青年开始，携手合作为东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承担更多生态责任，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流域水资源的管理。 

拟于 2012 年 9 月 8 日在广州开展“第八届东江之子工作

报告暨历届义工分享会”，让东江之子成员展开对话，通过表达对东江的关注、行动、要求

和建议，让青年开阔视野，促进更多青年的跨境合作。 

会议时间：2012 年 9 月 8 日（星期六）9:00-17:30 

会议地点：中国南方电网-Better Place 电动汽车换电体验中心 

参会人数：50 人左右（主要是第八届东江之子，以及往届东江之子） 

主办单位：香港地球之友      承办：东江之子 

论坛议程： 

08:30-09:00  签到接待 

09:00-09:15 开场介绍 

09:15-09:30 暖场游戏——相互认识 

09:30-10:30 第八届东江之子工作报告及提问答疑 

10:30-11:00 往届东江之子工作经典回顾 

11:00-12:00 电动汽车换电体验 

12:00-13:30 合照及午餐 

13:30-13:45 醒觉游戏 

13:45-15:35 青年对话：（每个主题 20 分钟，中场休息 10 分钟） 

1、 我的关注（分享 1 个东江环境问题的关注点） 

2、 我的回应（分享 1 个保护东江的行动方案） 

3、 我的建议（分享 1 个解决东江环境问题方法） 

4、 我的诉求（寻求 1 个顾问/合伙人） 

5、 我的承诺（表达 1 个保护东江的跟进目标） 

*各个主题均有专家点评及现场提问答疑环节 

*FoE 将在各个环节中加入介绍近期工作计划的内容 

15:35-17:20 分组讨论：选择对以上分享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 

17:20-17:30 成果总结：分享讨论想法，完善结果 

http://bikegz.org/article-17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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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小 tips：低碳生活 

冰箱内存放物品的量以占六七成满为宜，放得过多或过少都费电。 

 专家解释说，冰箱内储存食物过少时热容量

变小，冰箱门打开后，冷气释放过快，会增加压

缩机启动次数；储存食品过满则不利于冷气循

环，冰箱内容易结冰，增加压缩机运行时间，耗

电量增加，并且由于冰箱内温度不均匀，会影响

食品的保鲜效果。 

 对冰箱内食物的存放，专家建议：既不要放

得太多太满，也不要太小，冰箱内部存放食物容

积以 60％～70％为宜。 

 摆放物品的时候，食品之间、食品与冰箱内

壁之间应留有约 10 毫米以上的空隙，这样可使

冰箱内气体流通，温度均匀稳定，可省电。水果、

蔬菜及水分较多的食物，要用塑料袋或保鲜膜包

好后再放入，因为冰箱内有大量水气也会增加耗

电。 

 如果冰箱内食物过空，可用数个塑料杯盛

水，在冷冻室制成冰后放入冷藏室，延长冰箱停

机时间，通过减少开机时间来省电。 

 

 

舒适环保的茶叶枕头 

 1、原因 

 茶叶枕不但可以净化入睡后，人体呼吸吐纳 产生的不良气味，以及空气中的尘螨，松

软的茶叶还可以吸纳夜间的噪音。如果有的人可能嫌茶叶做的 枕头太软太薄，不如做个薄

的，放在大枕头的上面枕着。茶叶枕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缓解神经紧张，帮助劳累一

天的人放松入睡。天气越来越热，茶叶的祛湿功效，可以给潮热的脖子去汗气和潮粘的感觉，

预防湿疹，最适合老人和小孩。 

 2、步骤 

 1）将每次喝茶剩下的茶水箅干，把茶叶沥干后倒在漏网上，平平的摊开（不要放厚厚

的一堆），放在阳光充足，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一般情况，一天的时间，茶叶就可以干透。

用手摸摸看，如果还有潮湿感，就要继续晒。 

 2）我们将每天的剩茶都留下来，积少成多，就能积攒做茶叶凉枕的原料啦。 

 3）找一块喜欢的布，将三边缝好，然后把晾干的茶叶倒入，再将开口缝上，凉枕就做

好啦。 

 3、注意事项 

 茶叶枕要经常晾晒，让它所吸纳的潮气散发出去。 

 一般来说，枕头里的茶叶要三个月更换一次。 

  

 

 



《绿客地球》——关注广东环保动态的青年人刊物 

 

绿客地球机构最新动态——请关注新浪微博：@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拜客广州 @香港地球之友 

 

NGO 招募和活动信息  

招募信息： 

1、中大公民社会中心招募实习生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2、南岭第七次生态文化调查招募队员 

招募人数：6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 日 详情请点击>>> 

3、“拜客·广州”招募核心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4、广州蓝天行动招募策划人 planner、执行者 conductor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8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5、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招募设计宣传助理志愿者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6、 NGOCN 招聘全职主编及 PHP 工程师 

招募人数：各 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20 日 详情请点击>>> 

7、方脑壳工作室  “超人计划”招聘全职、实习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8、乐施会招募全职人力资源及行政干事（助理）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北京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23 日 详情请点击>>> 

9、招聘公益人——麦田教育基金会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9 月 10 日 详情请点击>>> 

10、英国-中国繁荣战略基金项目（SPF 项目）招募研究助理 

招募人数：多 3 名 地点：不限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11、 VSO（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招募海外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不限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公益活动信息： 

1、TEDxGuangzhou：看，见不同（讲

座） 

时间:  9 月 9 日 13:00 - 18:00 

地点:  广州 海珠区 新港中路 397 号

TIT 创意园内 首发空间 详情请点

击>>> 

 

2、2012 广州垃圾分类动漫创作大赛 

时间：2012 年 7 月 20 日—9 月 28 日 

地点：广州市 详情请点击>>> 

 

3、方脑壳工作室双百日纪念趴 

时间：2012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 

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 573 号西 4

楼 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深圳办公室 

详情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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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绿点青年环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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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长期征

稿，限于环保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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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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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4  

   

编辑:袁淑文 游路西 

助理编辑：邹贵珍 陈姚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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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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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刊内容不慎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尽快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将相应的内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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