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世界水日 

【中国纺织报】吴柏年：可持续发展应发挥产业链

联盟效应 

吴柏年：以牛仔布生产企业为例，据我了解，

每生产一码布约需要 20 公斤的水，而按照中国每

年生产 35 亿码的牛仔布产量计算，每年消耗在这

方面的水资源大约需要用 2.6 万个标准的奥林匹克

游泳池才能装下。如果能将这部分生产用水进行回

收循环再利用，不仅将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对行

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一些大型牛仔

布生产企业已经开始运用震动膜技术进行排污时

的染料与水的分离。通过这种技术，废水中的染料

可以 100%回收，水可以回收 70%~80%。 

详情请关注>>> 

 

人民网：世界水日来临 专家畅谈“节水”那些事

儿 

秦国英：这个水窖的原理就是说，因为西部地

区的年降雨量平均还不到几百毫米，但是它的蒸发

量有的达到了 2000 多毫米，所以，严重的干旱。

水源有的时候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情况下，只有蓄

积天上的雨水，所以我们就给农村的家庭修建一个

集雨水面，大概有一百平米，再修一个在地下的罐

状的储水罐，有 30-40 立方，把天上的屋顶的雨水，

第一遍水让它跑掉，经过沉淀，进入到储水罐里面，

经过沉淀、消毒来饮用。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绿点网：「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四讲:牛郎织绿清水路 

利得丰纺织网：牛仔裤产业的环保之路漫长 

南方周末：  【绿色 2013 年第五期】3-22 世界水日专题 

中国环境网：“世界水日”全民节水行动提上日程 

http://www.efu.com.cn/data/2011/2011-06-01/377185.shtml
http://shipin.people.com.cn/n/2013/0321/c85914-20862149.html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7
http://www.lidefeng.cn/archives/5690
http://www.infzm.com/topic/green201305.shtml
http://www.chinaen.org/html/nenyuanyaowen/20130323/4971.html


本期热点——世界水日 

中国水网：世界水日 广东佛山“节水减污”宣传启动 

市汾江办主任杨日兴表示,佛山虽然不缺水,但却

存在明显的浪费水、污染水的情形,人们爱水、节水的意

识比较淡薄。汾江河流域容纳约 250 万人每天产生的生

活污水达 44 万吨,占排入污水总量的 40%。由于承纳污

水总量巨大,即便所有污水经过处理再排入汾江河,其污

染负荷仍远超汾江河的水环境容量。"我们现在对工业

污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生活污水的控制则需要市民树

立节约用水意识。 

详情请关注>>> 

 

南方日报：东莞举办水厂、污水处理厂“开放日”活动 

启动仪式后，来自东莞市区的数百名小学生在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分批参观了污水处理的全过程。此外，该

污水处理厂里还举行大型图片展览活动，通过开展主题

为“节水护水从我做起”的大型图片活动，引导广大市

民不断增强水危机意识、节水意识、水资源保护意识。

详情请关注>>>   

 

广州日报：每个周末 他们跟污水“约会” 

“最会喝水家庭”也“走水” 

所谓“走水”，顾名思义，就是走着考察城市的水

资源，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均举办有“乐水行”活

动。每周六，北京“乐水行”都会组织志愿者“走水”，

短则 5 公里（短线），长则 30 公里（长线）。志愿者

主要是学生，也有白领。有的全家出动，既锻炼身体，

又亲自参与环保活动，一举两得。短线“乐水行”，少

的时候能组织 10多个志愿者，多的时候能集结 80人。 

详情请关注>>> 
 

21CN 新闻：走起！去看看深圳最大水缸 

  2013 年“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

题是“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除铁岗

水库对外开放外，市水务局还将在明日下午于莲花山公

园举办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暨“未来·水·世界”汉字

环保创意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以及直至 3 月 28 日才结

束的、在福田河和龙岗河龙城广场景观节点举办的“美

丽河道，人人共享”宣传活动等。 

   详情请关注>>> 

 

http://news.h2o-china.com/html/show/activity/789591237858535_1.shtml
http://bo.nfdaily.cn/timeline/content/2013-03/22/content_65813319.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3-03/21/content_2187041.htm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2013/03/22/14809640.shtml


环境评论——地球一小时 

【雅虎评论】 

环保不能仅仅是一场代价不菲的行为艺术 

如果环保的能源成本比节省的还大，那么环保

就成了闹剧，任何一个反对水力发电、一次性筷子、

纸质贺卡、面巾纸……的人，都应该同时考虑一下

它们的替代物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反而变得更糟

糕。有人写过一篇无病呻吟式的小散文，大意是感

叹当代人已不用手帕而改用面巾纸，这将对环境造

成多大的破坏，而他至今仍坚持使用手帕，虽然洗

起来有点麻烦，但这样做有利于环保云云。这位作

者大概压根没想过，即使不计算他洗手帕的人工成

本，难道洗手帕的水不是自然资源吗？洗手帕用的

肥皂、洗衣粉排放出去难道不会污染环境吗？如果

作者用洗衣机洗手帕，那耗费的电能又是从哪里来

的？难道不是消耗自然资源获得的吗？ 

详情请关注>>> 

【雅虎评论】 

周筱赟:再谈“为地球熄灯一小时”纯属

闹剧 

当晚广州的大型商场关闭了部分

公共区域的灯光后，在每一层里都加派

了工作人员，难道增加人力不需要成本

吗？广州的几个大饭店当晚 8 点半至 9

点半熄灯，把客人全部从房间里赶出

去，这就叫环保吗？广州当晚发生大暴

雨，如果把公共区域的灯光关闭，这是

拿民众的生命安全开玩笑。活动主办方

还在世界各地举办多场烛光晚会，以迎

接“地球一小时”，可是，点一小时蜡

烛对环境的污染，和点一小时电灯造成

的污染，哪个大哪个小，这不是明摆着

的吗？ 

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南方日报：熄灯一小时 烛光更浪漫 

南方日报：市民学生力挺熄灯一小时 

羊城晚报：环保组织称"熄灯 1 小时"太形式化 不如早睡 1 小时 

雅虎评论：环保就在每天就在手边而不是“每年一小时” 

 

视频推荐： 

【视频：【德语纪录片】牛仔裤的代价 - 无

尽字幕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Dc

0NTgw.html 

（分享自 @优酷网） 

  

http://opinion.cn.yahoo.com/jdgz/onehour/
http://opinion.cn.yahoo.com/ypen/20130325/1674288.html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3/25/content_7176153.htm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3-03/24/content_7176057.htm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3/03-24/4670691.shtml
http://opinion.cn.yahoo.com/jdgz/onehour/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Dc0NTg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zMDc0NTgw.html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北理工珠海院环保协会：“地球一小时”活动 

   “支持地球一小时，我做绿 V 客”。“绿 V 客”

取义于“green week”，倡导一个星期每天都做“绿

V 客”：星期一多吃菜，星期二环保袋，星期三不

开车，星期四自带筷，星期五不剩饭，星期六爱动

物说出来，星期日走出户外不要宅。虽然每个行动

都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相信每个人的一个小小的

举动将会为世界带来不一样的改变。 

详情请关注>>> 

 

 

仲恺 GreenSky 环保协会“服务一条街”

活动 

    为响应仲恺学生社团联合会“学习

雷锋精神，打造服务社团”的口号，仲

恺 GreenSky环保协会在 2013 年 3 月 23

日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白云校区宿舍

楼 2、3 栋之间举行“服务一条街”活

动。秉持“服务同学，绿动仲园”的宗

旨，项目策划小组在准备了半个月之后

举办了这次的服务周活动。 

详情请关注>>> 

 

【更多消息】 

【讲座消息】“南岭发现者”走进华南师范大学 

广科贸绿协植树节许“共建绿洲”之愿 

南方医绿色沙龙环保协会寒假社会实践活动——新型环保市场 

华师绿社参与大学生返乡社会调研活动 

广铁绿洲环协中国水周宣誓活动 

广科贸绿协“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7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7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7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9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3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80


环保小 tips： 节约电力资源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1、节电常识-(空调篇) 

    窗的单层玻璃换成中空玻璃能起到减少室内空调的使用率和降低噪音的功能空调设定

温度每提高 1℃ 可省电 6%温度以设定在 26~28℃为宜。如在东西向开窗应装设百叶窗或窗

帘以减少太阳辐射热进入室内降低空调用电量。停用空调前 5~10 分钟可先调高温度设定维

持送风可较省电。空调房内避免使用高热负载之用具如熨斗、火锅、炊具等。空调运转中应

关妥门窗尽量减少进出房间的次数对于开放式商店则应于入口处装设空气帘以减少冷气外

泄以免增加耗电。空调房内配合电风扇使用可使室内冷气分布较为均匀不需降低设定温度即

可达到相同的舒适感并可降低空调电力消耗。 

     

2、节电常识-(电冰箱篇) 

    食物应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避免浪费冷能。电冰箱不要塞满食物储藏量以八分满为宜

以免阻碍冷气流通避免负荷过重。减少开门次数电冰箱门每开一次压缩机需多运转十分钟才

能恢复低温状态。电冰箱门应经常保持密闭。 

     

3、节电常识-(洗衣机篇) 

    洗衣前宜先浸泡 20 分钟。自动洗衣模式应依清洁剂衣物脏污程度及布料种类选择适当

方式。衣物少时可用手洗或累积一定数量再用洗衣机一次清洗。 

    

 4、节电常识-(电视篇) 

    电视机节能可以通过如下几条途径：首先

控制好对比度和亮度。一般彩色电视机最亮与

最暗时的功耗能相差 3O 瓦至 50 瓦，建议室内

开一盏低瓦数的日光灯，把电视对比度和亮度

调到中间为最佳。其次控制音量，音量大，功

耗高。第三个省电的办法是观看影碟时，最好

在 AV 状态下。因为在 AV 状态下，信号是直接

接入的，减少了电视高频头工作，耗电自然就

减少了。第四是看完电视后，不能用遥控器关

机，要关掉电视机上的电源。因为遥控关机后，

电视机仍处在整机待用状态，还在用电。一般

情况下，待机 10 小时，相当于消耗半度电。最后是给电视机加防尘罩这样可防止电视机吸

进灰尘，灰尘多了增加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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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与孩子共享自然(900586)——“集思公益，幸福广东”支

持妇女计划 

如今，大自然已成为城市孩子的奢侈品。 

只有 5%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常常在大自

然中探索，很多母亲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升学

竞争中获胜，更多时候让孩子到补习班补习功

课，把孩子的课余生活“去自然化”，如今的孩

子相对于七八十年代的孩子花在自然环境中的

时间越来越少，数据显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孩

子正被肥胖、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缺乏运动而导

致的其他疾病所困扰着。多项研究成果表明，

增加与自然的联系对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健

康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 

详情请关注>>>  

 

「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四讲 广外站：牛郎织绿清水路 

2013 年 3 月 22 日晚，在“世界水日”

到来之际，由香港地球之友和广州市绿点公

益环保促进会主办,广外绿色先锋环保协会

承办的平步青云讲坛第二十四讲 “牛郎织绿

清水路”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校区图书馆

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坛由主讲人“中央纺织

集团、可持续发展部总监”吴柏年先生，以

及嘉宾「香港地球之友」副主席吴方笑薇女

士和中央纺织集团的陆总工程师，一同与大

家分享牛仔裤和水的故事。 

    详情请关注>>>  

【活动预告】2013 绿动先锋健行团队赛 

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广州博动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进行“植树+远足”的比赛，四人一队，携带红树苗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南沙

湿地景区 13 公里的徒步线路，并亲历种植红树，以行动支持环保和帮助自然缺失症儿童。 

同时，活动安排了自然教育体验工

作坊，摊位将结合南沙湿地的特点与传

统文化，鼓励参加者感受湿地之美、体

验环保手工的乐趣、寻找在自然中的快

乐。 

详情请关注>>>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65
http://www.kudong.co/2013coolwalk/index.html


 【拜客广州】 

汽车让路，自行车来了 

当中国城市陷入“堵车－拓宽公路－再堵车”的怪圈时，德国

鲁尔区和不少欧洲城市已在建设普通自行车道的升级版：自行车高速路。而且，有气流动力

助推的、更为高级的封闭自行车高速路也在研制中。当欧洲版图之外的自行车爱好者仍将阿

姆斯特丹、哥本哈根视作天堂时，汽车工业大国——德国正在低调地延伸出自行车高速路版

图。 

专供自行车行驶的全封闭高速公路，这种全新的公路交通项目逐渐成为欧洲城市新宠，

时速最高可达 40 公里，没有交叉路口和红绿灯，而且晚间也有夜光照明标识。 

在德国传统的工业重地鲁尔区，鲁尔地区协会目前正在与政府合作实施这种交通项目，

路宽 5 米，全长约 60 公里，串联起鲁尔区数个城市。 

在经历了西方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汽车的疯狂演变后，以汽车为中心的公路

交通正在出现由“四轮”到“两轮”的回归。 

 

 

拜客沙龙第六期：单车游台湾，未完待续 

【活动时间】2013 年 03 月 31 日 周日

下午 15：00-17 

【活动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熊

德龙学生活动中心 106 室

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 

【活动语言】普通话为主 

【报名限额】30 人 

【报名链接】   

http://t.cn/zTvMas7      

报名成功者将在周六早上收到主办方的

短信通知，如未能如期参与，请尽快告

知主办方，以便把名额让给有需要的人。 

【活动流程及形式】 

  3位分享嘉宾的自我介绍和个人

分享 

  小组抱团真人图书互动交流 

真 人 图 书 ？ 鼓 励 对 话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0675.ht

m 

 

http://t.cn/zTvMas7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06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00675.htm


【香港地球之友】 

1）内地 

a. 青年水论坛 

2013 年 3 月 16 日，首届水论坛在广州举

行。共有超过 60 位青年学生，学者和非政府

组织代表参加我们的论坛。在这次论坛中，第

九届东江之子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调研成果。我们很高兴看到这里有几组年轻人分享了他们

的（保护水资源）行动提案，并提出可邀请更多年轻人一起来保护水资源及东江的可持续性

发展的建议和方法。他们的提案主题包括：环境教育，青年作为媒介促进城乡互动，东江源

区的生态体验以及农村的垃圾管理。与会嘉宾和这群学生分享了许多有价值的反馈信息，来

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改善并实现他们的提案。在论坛的最后，香港地球之友 和与会者分享了

我们的【“I Green 东江”小额资助项目】。我们愿意支持更多的青年人将他们的想法付诸

现实，跟他们的伙伴们一起保护东江。 

b. 东江源网站 

请关注并浏览我们在中国大陆推出的最新网站！您

将会找到一大堆有意义的关于人们及环境在东江源的故

事。请享受之！ 

http://cn.foe.org.hk 

2）香港 

a.教学工具包 

我们非常高兴林超英和盖亚学校参与了教学工具包的创作！这为香港的教师和学生都提

供了活动的想法来发展更好的“节水意识”。许多节水想法包括阅读水费账单，水再利用，

水修行和减少水足迹。 

资源下载 

世界水日教材套 (教学工具包 PDF) 

教學簡報 (教学用 PPT) 

 

 

b.在线视频  

请打开并学习林超英和盖亚学校怎样“睇

水”！享受之~~ 

知慳教室：林超英教你睇水 

香港最自然的學校？ 

http://cn.foe.org.hk/
http://web2012.foe.org.hk/china/2013/WWD2013%20FOE%20teaching%20kit.pdf
http://web2012.foe.org.hk/china/2013/WWD%202013%20FoE%20PPT.ppt
https://vimeo.com/62141655
https://vimeo.com/62141656


NGO 招募 
1、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招募项目专员 

招募人数：各 2 名  地点：广州、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4 月 25 日 

详情请点击>>>  

 

2、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招聘总干事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4 月 13 日  

详情请点击>>>  

 

3、现代社会组织评估中心招募项目研究员、

项目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东莞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4、广州土华爱护动物协会招募全职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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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广州中大社工服务中心招社工、全职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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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招募社工多名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7、广州金丝带招聘总干事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4 月 20 日 

详情请点击>>>  

 

8、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招全职、实习生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上海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9、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募社工、助理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10、广州慧灵托养中心招募全职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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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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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ICO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招募教育

项目经理 

招募人数：3、4 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长期有效 

详情请点击>>>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6504333517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6504333517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709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709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707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707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326450116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326450116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855241845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855241845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4006508433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4006508433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90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iafajobview.php?id=5690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3118287238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43118287238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15837326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15837326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6141230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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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358144307866
http://ngo.job1001.com/Company_Detail.php?CompanyDetail=cm135814430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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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paction.net/
http://weibo.com/gpaction
http://bikegz.org/
mailto:bike.gz@163.com
http://bike.gz.blog.163.com/
http://weibo.com/bikegz
http://www.foe.org.hk/c/default.asp
mailto:foehk@foe.org.hk
http://weibo.com/foehk
mailto:lkdqyuek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