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儿童大自然缺失症 

半月谈：别让中国儿童患上“自然缺失症” 

所谓自然缺失症，其实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

而是由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提出来的一种现象，

即现代城市儿童与大自然的完全割裂。虽然词是新

词，但是对于很多家长和教育者来说，这已经是个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理查德•洛夫在他的著作《林

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中指出，

“孩子就像需要睡眠和食物一样，需要和自然的接

触”。书中引用的很多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与自然

的接触，没有在自然中学习、探索、体验的经历，

孩子的感觉和知觉都会受到影响，容易变得孤独、

焦躁、易怒，在道德、审美、情感、智力成长中有

所缺失。 

详情请关注>>> 

 

新浪上海：沪悄然兴起大自然笔记 助自然

缺失症孩子回归 

自然笔记是起源于国外的一种观察、记录自然

的方式。有关书籍中克莱尔·沃克·莱斯利和查尔

斯·E·罗斯的《笔记大自然》是最受欢迎的书之

一，他们用两种指尖艺术——书写与绘画，传递了

大自然的色彩与神奇。 

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有关负责人说，现在的

孩子没有父辈小时候玩泥巴、捉泥鳅、听夜间虫鸣

的自然之乐，成了患“自然缺失症”的孩子。国外

有专门的书籍讲述这群孩子，并教育家长、老师如

何避免孩子患上“自然缺失症”。 

详情请关注>>>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6/04/c_121496019.htm
http://sh.sina.com.cn/news/s/2011-10-27/0824198747.html


本期热点——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晶报：让孩子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晶报：“青少年成长计划”还会开办其他内

容的课程吗？ 

ＫＥＮ：会的。国际青年奖励计划整套训练

课程有五科：康乐体育科、野外锻炼科、服务科、

技能科、团体生活科。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培养

不同方向的导师，然后开办这五科，逐步完善深圳

“青少年成长计划”。 

晶报：除了课程完善，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吗？ 

ＫＥＮ：近期我们会持续开办导师及青少年

课程。3—6 个月内，根据自身情况及特点，我们会

设立组织架构，建立管理体系，成为机制健全、管

理有效、运作透明的社会机构。目前我们已经向有

关部门提交了申请，希望能在深圳设立青少年成长

计划（民非机构）并申请成为国际青少年奖励计划

在大陆的分支机构。 

详情请关注>>> 

 

红网：环保志愿者街头宣传关注“大自然缺

失症” 

在城市里，从来没有接触过真正的大自然的

孩子有很多。今日（8 月 5 日），在长沙市青园路口，

来自湖南林业科技大学的 10 名环保志愿者们，联

合其他高校的 10 名大学生，开展了一场拯救大自

然缺失症孩子的宣传活动。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们大多没有接触过真正

的自然，这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了限

制。”来自林科大的刘同学说，他们策划此次活动，

在网上和其他高校的志愿者们一交流，立即得到了

大家的响应，很多大学生纷纷要求参加这个活动。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南方周末：“自然”丢了 

BBC News：Nature deficit disorder 'damaging Britain's children' 

晋城市政府：政协提案让青少年多接触和体验大自然——民进晋城市委会 

【网站介绍】：Children & Nature Network 

http://jb.sznews.com/html/2011-10/10/content_1774830.htm
http://news.rednet.cn/c/2011/08/05/2340097.htm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372
http://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17495032
http://zxta.jconline.cn/infolist/MotionRead.jsp?id=2766
http://my.ku6.com/watch?loc=tashangchuan&v=hLmjiqaK-_g4ETEOssOsMg..#share


环境评论 

【Greens Bayou】LAST CHILD IN THE WOODS? 

Mr. Louv called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global,  

first-world culture a “pandemic of inactivity” citing 

statistics that unstructured play time outside for 

children continues to decrease. The catch phrase of 

the day is: Sitting is the new Smoking! We’ve done an 

admirable job of changing the allure of smoking and 

making it less of a cool thing to do and people are 

healthier because of it. But, now we find that a 

lifetime spent sitting is unhealthy to much the same 

degree. 

He talked about how studies show that exercise 

done in a “green”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as indoor exercise creates better health 

benefits. And that kids who play outside learn better  

in every kind of class: not just biology but English 

and math! He told us about how family nature clubs 

are forming around the country. Clubs that encourage 

families to meet at a local park and play outside 

together. 

详情请关注>>> 

【DISNEYDADS】Nature: The Glue 

That Holds the Family Together 

In “The Nature Principle,” Louv writes 

“My father and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the 

woods, in the snow. I’d be traipsing 

around with him, and with our collie. I 

remember all of those times, in addition 

to going fishing.” 

“Both of my parents took me outdoors,” 

he continues, “fathers are more likely to 

rough-house with their kids. They’re 

traditionally the ones who take their kids 

further into nature. These experiences 

serve an important purpose whether 

they’re provided by fathers or mothers. If 

kids aren’t allowed to take small risks 

early like climbing trees,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clue how to deal with big 

risks later in life.”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中国环境网：关注少年儿童“自然缺失症” 

和讯评论：先爱上大自然，再谈环保 

图书推荐： 

1、《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记者兼儿童权益倡导者理查德·洛夫，在他这部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作品中，揭示了儿童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令人惊

异的断裂，今天，电子产品环境下成长的一代人在生活中

缺少与自然的接触，洛夫把这一现象和一些最令人担忧的

儿童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肥胖率增加、注意

力紊乱和抑郁现象。这是第一本总结了系统研究成果的书

籍，指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儿童与

成年人身心健康都至关重要。洛夫不仅仅敲响了警钟，也

为恢复这一至关重要的联系提供了实际的方法。 

详情请关注>>>  

2、《The Nature Principle： Human Restoration and the 

End of Nature-Deficit Disorder》 

3、《我爱泥巴》 

新浪公益：《我爱泥巴》新书发布 探讨儿童自然缺失症 

 

http://greensbayou.org/last-child-in-the-woods/
http://www.disneydads.com/nature-the-glue-that-holds-the-family-together/
http://www.cenews.com.cn/xwzx/jy/qt/201208/t20120831_728525.html
http://opinion.hexun.com/2012-07-20/143816519.html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47299/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7043328/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7043328/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1-05-30/095526763.html


环保小 tips： 10 种方法教孩子保护环境 

 

作为地球未来的主人，爱护环境，孩子们责无旁贷。不过，要让小小年纪的他们懂得

如何保护环境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美国 MSNBC 网站为我们提供 10 种简单可行的方法。 

 

  1、巧妙进行废物利用。可以让孩子在用过的纸板背面，或空袋子、包装盒的内面画画。 

2、收集雨水。让孩子把喷壶或水桶放在屋外的水管下面。在下过暴雨之后，他会兴奋

地看到，喷壶里盛满了水。然后你就可以督促他用这些雨水给家里的植物浇水了。 

  3、把废罐子踩扁。“我通常会把牛奶盒、铝制的易拉罐、废纸盒放在地上，让儿子把

它们一个个踩扁，以利于回收，”来自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达利·斯坦说，“这样做，

不仅保护了环境，还能满足小男孩破坏东西的愿望。” 

  4、让孩子负责提醒你，在离开房间的时候，把灯关掉。你可以假装忘关灯了，然后等

孩子来提醒你，这时，允许他给你开张罚单——这样做，有利于强化孩子们节约能源的意识。 

  5、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把孩子带到乡村，让他们自己采摘果子，并告诉他们这些食

物来自哪里，这有助于帮他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另外，你可以从农田里买些土特产，

然后告诉他，这比在商店里购买，节省了能源和包装成本。 

  6、捡垃圾。将房间的清扫工作变成“清道夫”游戏。将需要清理的塑料瓶、可乐罐和

废纸列一张清单，让孩子去把它们搜集起来，并回收到合适的地方。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在行动之前，要保证孩子带好手套。 

  7、给孩子建造一个玩具实验室。将垃圾——比如空的果汁盒等用胶水、胶带粘在一起，

或用线穿起来放到一个大箱子里，这样孩子就能利用它们，创造出新的玩具了。 

  8、安排不用电的一天。选择一天，不使用所有需要电的东西：关掉游戏机、关掉电视，

只玩一些不需要电的玩具和游戏。 

  9、组织孩子的衣物交换活动。把孩子穿不了的衣服拿出来，然后家长、孩子聚在一起

互换。这种做法有利于环保，而且也会为你节省下一笔开销。此外，玩具也可以拿来交换。 

  10、学一首环保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克里斯蒂·沃尔什说：“儿子在我们回收废品时，

总会哼唱我编的环保歌。不仅如此，当他在做其他事情，比如洗手时，都会唱起这首歌，

以提醒自己节约用水，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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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四讲招标公告 

第Ⅰ部分 招标邀请 

由香港地球之友和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联合发起的“平步青云讲坛”第

二十四讲将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贵协会前来投标。 

1、项目名称：“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四讲 

2、项目简介：由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策划，香港地球之友支持，各高校

环保团体承办的“平步青云讲坛”，通过定期的穗港两地环保经验交流和能力培训，

帮助有志投身环保事业的年轻人认清目标，建立自信，自助自强。将环保与职业和

人生规划相互渗透，并跟随大学生毕业－就业－创业－理想的里程，启发青年的理

想和人生观。 

关于平步青云讲坛的具体信息，请登陆 http://www.gpaction.net 查询。 

3、投标须知：详见第Ⅱ部分 

4、项目时间：2013 年 3 月 21 日或者 22 日晚上（具体时间由主讲嘉宾、承办

社团、绿点一同协商确定。可能有变动） 

5、投标书截止时间：2013 年 2 月 28 日中午 12 时。招标方必须在此时间前，

将 投 标 文 件 通 过 电 子 邮 件 的 方 式 发 送 至 nodiayang@163.com 以 及

weishan04@163.com 。 

6、招标方电话：13570979507 杨阳，或者 13580570896 李玮珊 

7、开标时间：2013 年 3 月 1 日 

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拜客广州新年贺词 

2012 年 11 月，拜客广州顺利在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注册为“广州市海珠区拜客

绿色出行宣传活动中心”，并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举行了成立大会和三周年生日会，

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分享我们的成长。 

在过去的一年，拜客广州开展了@拜客

沙龙、@City Bikers 等品牌活动，传播生活

化的单车出行文化，创造线下分享交流的氛

围，为城市约骑游玩活动加入文化导赏的元素。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运营单车文化项目，

敬请留意和参与哦。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
mailto:%E5%B0%86%E6%8A%95%E6%A0%87%E6%96%87%E4%BB%B6%E9%80%9A%E8%BF%87%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7%9A%84%E6%96%B9%E5%BC%8F%E5%8F%91%E9%80%81%E8%87%B3429289836@qq.com
mailto:%E5%B0%86%E6%8A%95%E6%A0%87%E6%96%87%E4%BB%B6%E9%80%9A%E8%BF%87%E7%94%B5%E5%AD%90%E9%82%AE%E4%BB%B6%E7%9A%84%E6%96%B9%E5%BC%8F%E5%8F%91%E9%80%81%E8%87%B3429289836@qq.com
mailto:weishan04@163.com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59
http://bikegz.org/article-240-1.html


【香港地球之友】 

第九届东江之子开展垃圾分类实践 

2013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来自广东、江西两地的 14 位东江之

子齐聚东江水源头--江西东江源村，开展生态服务活动。义工与村民

同吃同住，从各个层面观察、体验村庄的生活，通过田野调查、沟通互动、宣传支教等形式

促使村民与环境友好共处，同时，通过农活体验、植物认知、植树探源等活动感受东江源的

自然环境，了解如何改善东江源区的生态环境。 

详情请关注>>>  

 

 

 

 

 

 

 

餐饮起革命「惜食」减厨余 

如果我是那 60 只枉死的鸡，定会狠狠臭骂一句：「不吃我，干啥宰我？！」 

对这批死得不明不白的鸡，2013 年元旦肯定是个不祥日子。事关在 2012 年的除夕夜，

城中有位富豪延开 68 席，搞了场跨年盛宴。为要「成功争取」倒数，菜上得很迟很慢，熬

到正点时，据说才上到第四道菜。我不确定那时候的主人家是否仍然兴致勃勃，但可以肯定，

没几位宾客有这份雅兴，整个场子冷冷清清，只剩下寥寥八桌客人。详情请关注>>>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1191506184/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1191506184/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1191506184/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285#.USt_47KkJt0
http://www.foe.org.hk/c/content/cont_page.asp?content_id=1285#.USt_47KkJt0


NGO 招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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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2、广州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招聘行政兼出纳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详情请点击>>>  

 

3、广州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招聘秘书长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详情请点击>>>  

4、广州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招聘平步青云讲

坛项目实习生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详情请点击>>>  

 

5、广州慧灵托养中心招募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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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招聘副主任及

项目干事 

招募人数：各 1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7、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招项目专员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3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8、大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全职、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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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晴朗天空社会工作服务社招社工、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珠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青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实习生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深圳、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1、上海欣耕生态农场招募实习生 

招募人数：1~2 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2、启智社工工作服务中心招募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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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kegz.org/article-239-1.html
http://bikegz.org/article-239-1.html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gzjh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gzjh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gzjh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gzjh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zyzzm
http://www.gpaction.net/joinus.php?type=zyzzm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17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17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27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27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708755421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708755421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25972346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259723469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6654230464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6654230464
http://forum.gsean.org/read-htm-tid-106360.html
http://forum.gsean.org/read-htm-tid-106360.html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714700902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57147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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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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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