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树艺·攀树 

【香港树木学会 TCHK】大 学 攀 树 运 动 课 

2012 年，厦门大学把爬树课引进校园，让学生

了解可为攀树及攀树的技巧。 

这门课的考试方式主要是根据多个角度按不

同比例评定，如树木安全、攀爬安全、逃生技巧等。

攀树运动课修满合格就可以获得 1 个体育课学分。 

本会总教练李国文先生(美国国际树木学会攀

树师及树艺师)九月初专程由香港到厦门大学以国

际认可标准教授该校 4 名老师，其中包括骆腾昆先

生。 

详情请关注>>>  

科学网：香港行：树艺师解释爱好与职业 

香港的园艺常常注重树艺表演。树艺师们全副

武装，攀爬维多利亚公园前的柠檬桉。问及他们的

任务，原来每逢周末，树艺师们都会在此表演，示

范爬树和检查树木健康状况，继而采取树木治疗措

施。 

据悉，香港目前只有约 360 名注册树艺师，由

于树木管理需求日增，吸引不少人入行。 

有趣的是，树艺师廖国兴介绍自己和他的伙伴

时说，自己是香港树艺会副会长，这树艺会是一帮

志趣相投的人的组织，是一起玩的机构，而工作则

是这树艺工作。 

详情请关注>>> 

 

【相关消息】 

香港树木学会 TCHK：树木攀爬训练 

香港树木学会 TCHK ：攀树知识·绳结的认识 

树木谷：每周介绍·树艺师 

绿化 GREENING：高空绿化  

http://www.treeclimbing.hk/university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998-423173.html
http://www.treeclimbing.hk/mmenutraining
http://www.treeclimbing.hk/mmeunctwknow
http://www.hktree.com/diary/09w42.htm
http://www.greening.gov.hk/tc/new_trend/skyrise_intro.html


本期热点——镉大米事件 

21 世纪网：广州毒大米溯源：地方政府难对国企“开

刀”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在一种维度上，“毒大米”

属于质量监管层面的问题。超标大米绕过了各种监管环

节，长驱直入，直到进入餐桌。而相关政府部门对于超

标大米的品牌和厂家信息支支吾吾，也令公众非常不

满。透过这一点，政府信息公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亦可

清晰看出。“毒大米”必须在出厂环节就被拦截下来—

—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详情请关注>>> 

 

新华新闻：记者追访:滥用磷肥导致水稻镉超标？ 

   镉污染的土地与镉超标的大米，二者之间有何关

系？长期从事镉污染土壤治理研究的罗琳教授解析了

其中的关联。他介绍，土壤中普遍含镉，其中一部分会

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称为“有效态”），通过作物吸收，

部分“有效态”会进入水稻的根茎和籽粒中。如果“有

效态”的含量超过安全标准，便会成为镉超标的大米。 

   详情请关注>>> 

 

环境评论——镉大米事件 

【南网】专家解析"48 号魔鬼":镉大米源

自磷肥不准确 

艾绍英介绍，磷矿中含有镉，因此施

用磷肥确实会给土壤带来镉。但是国家对

磷肥中的镉含量有严格的标准，而且用量

不多。“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艾绍英说，

我国磷肥中的镉含量是非常低的，滕葳等

学者统计的我国的数据大约在 0 .1—2.9m 

g/kg，美国在 7.4-15 .6m g/kg，澳大利亚

为 18-91m g/kg、塞内加尔是 516m g/kg。

“国外也没怎么听说因为磷肥的使用导

致镉超标，我们国家的磷肥应该更安全一

些”。详情请关注>>> 

【荆楚网】舒圣祥：“镉大米”品牌名单为何“不

便公布” 

民以食为天，食以洁为先。大米是最重要的

日常主食，公众食用安全食品的根本需要，绝对

不能以“不便公布”来随意敷衍。没人知道，政

府部门为什么要拿自身公信力去替问题食品厂商

隐瞒；只知道，单是关于“镉大米”的真相隐瞒，

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年初曝光的“镉大米”事

件并不是发生在今年，相反，质监部门检测到大

米镉超标是 2009 年的事情，公众却直到 4 年后才

得以知情，如果不是两地粮企之间互掐，公众或

许永远都无法知道这一内幕。详情请关注>>> 

【相关评论】 

南网： 关注“毒大米”更要关注被污染的土地 

东方网：镉大米事件：国人环保意识的危机 

呼伦贝尔日报网：治理镉米从公开污染真相开始 

财经网：每周舆评：全民监督食品安全 舆论遏制火箭提拔 

http://www.21cbh.com/HTML/2013-5-20/2NMDM2XzY4NzU2NQ.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5/21/c_124740954.htm
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5/27/content_69735610.htm
http://focus.cnhubei.com/original/201305/t2575833.shtml
http://news.nfdaily.cn/content/2013-05/21/content_69299525.htm
http://news.eastday.com/society/2013-05-29/273919.html
http://www.hlbrdaily.com.cn/news/61/html/173764.html
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3-05-25/112826035.html


广东高校环保社团动态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

赛决赛在广工圆满举办 

2013 年 5 月 10 日，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广工校内决赛在我校实

验四号楼 213 举行。除了参赛队员们出席了

我们的比赛，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校的资深

的教师来当评委，来给我们的选手评分和给

予建议。 

详情请关注>>> 

 

广药职社联—绿化环保协会-全国大学生绿

植领养活动 

    在 5 月 2 号联合共青团广东食品药品职

业学院委员会、校思政调研中心举办了全国

大学生绿植领养活动。 

活动本着绿植变植物，低碳在身边在教

学楼广场如火如荼的举行。 

详情请关注>>> 

 

 

【更多消息】 

广药职社联——绿化环保协会举办五月定向越野赛 

肇庆学院环保协会“盆栽新绿，心栽环保” 

五邑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废旧电池回收活动 

广药职社联—绿化环保协会第 44 届世界地球日活动 

华师绿色文明社团喜获 2013 全国大学生“生态创想•绿色行动”大奖赛三等奖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08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02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0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0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01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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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点打造交流会，社团分享环保梦 

2013 年 5 月 26 日，广

州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

继往开来，传承经典，重磅出击，在广州大学

城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负一层展示厅隆重举行

第十三届广东高校环保社团交流会。 

详情请关注>>>  

 

绿点评优会，社团成长路 

2013 年 5 月 25 日早上 10 点整，由广州市绿点公益

环保促进会主办，广东工业大学节能环保协会、广东工

业大学绿色行动环保协会共同承办的 2012-2013 年度广

东高校环保社团评选在广东工业大学大学城校区拉开了

帷幕。 

详情请关注>>>  

 

首届华南农业大学树艺同乐日——学树艺 做环保 攀出新天地 

2013 年 5 月 19 日，由香港地球之友、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国际树木学会主办，

华南农业大学植物观赏协会承办的“首届华南农业大学树艺同乐日”活动在华南农业大学成

功举行。活动分为上午的讲座及下午的攀树体验两部分。此次活动是国际树木学会中国地区

分会至今在国内举办最大型的树艺交流活动，也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第一次进行如此全方位

的现代树艺知识推介活动。详情请关注>>>  

 

 

【拜客广州】 

广州限外关乎你我，戏剧体验要你好看——记第 7 期拜客沙龙 

2013 年 5 月 4 日，拜客沙龙在绿客地球办公室[1]，对“广州限限限，我要表表态”这

个主题进行#拜客民间听证#，首试将应用戏剧[2]融入到热点公共议题讨论当中，通过角色

扮演、情景模拟、换位思考、桥段表演、反思分享等方式鼓励参加者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

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角度思考限牌、限外政策，共同创造一个包容差异的多元化公共讨论

空间。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5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4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0
http://www.gpaction.net/newsshow.php?news_id=1510
http://bikegz.org/home.php?mod=editor&op=blank&charset=gbk#_ftn1
http://bikegz.org/home.php?mod=editor&op=blank&charset=gbk#_ftn2


详情请关注>>>  

【路线知多 D】起点: 

陈家祠线路:陈家祠—中山七路—泮塘路—龙津西路—多宝路—逢源路—梁家祠—耀华

大街—文昌路—陈家祠。 

 

 

【香港地球之友】 

给下一届义工的信 - 第九届东江之子 

亲爱的第十届东江之子：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你们已经离出发不远了。在此之

前，作为第九届的东江之子，我想将我的点点经验分享给你们，希望

对你们的东江行有所帮助。 

在分享之前，我想说明我的这封信是写给具有以下三种特征的人：想为像东江源村这样

的农村贫困地方做些实事；想为保护东江源做些当地环保事情；想丰富自己社会实践经验、

提升自己。当然你可能是拥有三种特征中的某一种，也可能是拥有其中两种特征甚至三种的

人，因为我相信能成为东江之子的人一定会是这样的一群人。你是吗？如果不是的话，要思

考一下为什么会加入东江之子了喔…… 

详情请关注>>>  

 

2013 年东江之子义工计划正在招募！  

「饮水思源‧  东江之子」是香港地球之友主办的青年义工活动，至今已经举行了九届。

2013 年暑假将会举行第十届及第十一届东江之子。参与本计划的青年义工将会进入东江源

村，通过除草植树、生态教育、生态调查等活动，参与到生态农村的建设之中。青年义工

们与村民同吃同住，亲眼观察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亲身经历农民的生活与劳作，亲自体

会环境污染难题。 

 

时间： 

考察团 A: 寻访东江供水路 6 月 5 日至 6 月 18 日 

考察团 B: 青年护水行动 7 月 16 日至 7 月 31 日 

详情请关注>>>  

 

 

http://bikegz.com/article-250-1.html
http://bikegz.com/article-250-1.html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4313735688/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4313735688/
http://foehk.blog.163.com/blog/static/1090788682013432555386/
http://web2012.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703#.UaleHh1d6cU
http://web2012.foe.org.hk/c/content/cat_page.asp?cat_id=703#.UaleHh1d6cU


环保小 tips：夏天“环保降温”家居法 

有没有下班一进家门汗流浃背！有没有常常皱眉：怎么这么热？有没有心烦意燥时还能到空调轰鸣？家中

没有海滨沙滩，屋内也不是避暑胜地，不过，让你在环保自然的家中享受清凉夏季的方法还是存在的。不

用空调也能让家里凉快起来？“环保降温”绝对做得到。 

 

    ★门窗合理开温度“自然”降下来 

    很多人以为将室内的门窗大开才能凉快，其实不然。夏季，白天室外的气温相对较高，

这个时候如果将室内的门窗大开，外面的阳光和热量就会直接“袭击”室内，这样反而会

使室内的温度也迅速飙升起来。 

建议：开启门窗的时机是在早晚的凉爽之际，早晚的温度相对较低，此时才应该打开门窗

让空气流通。白天最好将门窗关起来，尤其是正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业主还可以拉上

窗帘和遮光布，以阻挡外界的强光和热辐射，通过这样的方法，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往往能

够‘错开’三至四度。 

 

    ★植物室内摆高温也怕“绿色降温法” 

    夏日炎炎，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也要让室内保持凉爽？方法很简单，在室内摆上几盆

绿色植物或鲜花就可以。绿色植物的确具有调节室内空气的作用，从而达到降温效果。 

警戒：些植物不适摆在室内，比如兰花和百合花，它们的香气会令人过度兴奋而导致失眠，

而像月季花，它的香味过于浓郁而容易致人产生胸闷、憋气甚至呼吸困难的现象，而松柏

类的花木，由于其气味对人的肠胃激作用，能影响人的情绪。 

 

    ★用好冷暖色“环保降温”也玩“视觉系” 

    人们能否感觉凉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室内的整体环境。色彩在居家装饰和影响人们

感官的作用上，冷色调让人平静祥和，暖色调让人兴奋冲动。因此，夏季用好色彩和色调，

绝对能让室内空间施展出清爽的效用。蓝色和白色在营造清爽视觉方面效果绝佳，你不妨

按照蓝白组合的形式将室内的沙发、卧室内的床单甚至居室内的某些家具都换上‘蓝白外

衣’，如果嫌麻烦，也可以采取更换软装饰、小摆件的方法来给自家的室内进行‘视觉降温’。 

注意：强调的是，蓝色在使用时和白色略有不同，大面积的蓝色会产生一定的压抑感，因

此，业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入其他的色彩元素。 

 

   



环保工艺品：废物利用 

 

酒瓶 DIY 集锦：看完这个，以后还舍得再扔掉

任何一支空酒瓶么？？？ 

 

 

 

 

灯泡 DIY 集锦：做个懂生活爱环保的人，

快来试试吧~~~ 

 



NGO 招募 

 

1、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招募实习生

多名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9 日 

详情请点击>>>  

 

 

2、广州市海珠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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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圳市多元和谐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招募幸

福社区志愿者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4、东莞恩派孵化项目招募实习生 

招募人数：3 名  地点：东莞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9 日 

详情请点击>>>  

 

 

5、 OFS招募志愿者老师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不限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6、壹基金招聘全职工作人员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15 日 

详情请点击>>>  

 

 

 

 

 

7、广州市明镜社工服务中心诚聘一线社工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暂无 

详情请点击>>>  

 

 

8、广州参客招聘全职 

招募人数：4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30 

详情请点击>>>  

 

 

9、方脑壳工作室招聘实习生 

招募人数：2 名  地点：广东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20 日 

详情请点击>>>  

 

 

10、创绿中心招聘水项目官员 

招募人数：1 名  地点：广州 

报名截止日期：7 月 31 日 

详情请点击>>>  

 

 

11、深圳市龙岗区春暖社工服务中心招聘社

工 

招募人数：多名  地点：深圳 

报名截止日期：6 月 30 日 

详情请点击>>>  

 

 

12、广州市番禺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招

募全职及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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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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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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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