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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能源，

我们的未来!



你知道吗？地球妈妈的体温在升高；
你看到了吗？地球妈妈的泪水在流淌；
你感觉到了吗？地球妈妈的身体在颤抖……

是谁给地球妈妈带来了“气候变暖”的疾病？
是谁辜负了家人的信任？
是谁毁灭了同胞的家园？
我只是个孩子，
但我知道，
我不要频繁的洪涝、干旱、冰川融化、
海浪侵吞、暴雨频发、物种灭绝……
这不是我要的未来！
我大声呼喊，
我希望你能听见我的声音！
我只是个孩子，
但我知道，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要为了共同的未来而努力！

保卫我们的地球妈妈 宣言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叔叔、阿姨，儿时的小伙伴、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
一群人的力量却很大。

让我们一起行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选择绿色出行！

让我们一起行动，
使用节能电器，杜绝餐饮浪费，节约用水用电！

让我们一起行动，
保护森林，恢复植被，让植物吸收二氧化碳，为地球提供清凉！

让我们一起行动，
从今天开始，低碳生活，保护家园！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爷爷说：“能源就是力量。历史上，能源的转
变，首先从人力到畜力，然后由畜力到机械动力，是在人类提高生
产力、走向繁荣、增进舒适的旅程上的重大转变。无法想象，如果
没有电力等现代能源服务,今天的经济将如何运作。”能源，它就在
我们的身边，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能源。

每天从早上起床到夜晚入睡，三餐、穿衣、居住、出行，我们的生
活无不依赖于能源的利用。

能源促进了人类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物质财富。

什么是能源？

能源与我们的关系

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为
我们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

质资源，均可称之为能源。

由于能源形式多样，因此通常有多种不同的分
类方法。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
各种能源的特征。依据能否再生可分为：可再生能
源和非再生能源。

凡是在自然界中能循环利用，或者可以不断得到补
充，或能在较短周期内再产生的能源称为可再生能
源。经过亿万年形成的、短期内无法恢复，总有

一天会用完的能源称为非再生能源，如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随着不断地开

采利用，它们的储存量越来越
少，总有用完的时候。



能源的问题

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层，从
而破坏了自然界的碳循环，引起全球气温的升高。

有史以来，全人类第一次共同面对一场环境危机——气候变化。

能源与气候变化

汽车排放尾气，冰箱等的制冷剂破坏臭氧层……化石能源的使用在
全球范围产生了很多的负面影响。

● 开采和使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水资源等的影响；
● 直接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也引起了全球平均温度的上升，并
导致危险且不易预知的气候变化；
● 另一方面，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仍有14亿人无法获得现代能源，
如没有电的供应等，这些又是能源使用面临的公平问题。



面对能源危机，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努力。走向低碳社会，需要使
用更清洁的能源。

解决能源
问题的途径

化石能源形势非常严峻，最终会耗尽，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深
层次环境危机的出现，寻找替代能源的能源革命已经在全球展开。

未来的能源将是多元化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水
能、地热能和其他新能源，人类在不断地探索……

能源的现在和未来

风 能 太阳能 生物质能

水 能海洋能 地热能

● 利用科学技术，清洁使用化石能源；
● 从政策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开发替代能源。

家用电冰箱的能效标识



为了应对气候危机，从生产到生
活，我们开始寻求“零排放”的
解决方式。“零排放”是指无限
地减少污染物和能源排放直至为
零的活动：即利用各种现代技
术，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完全循环
利用，从而不给大气、水体和土
壤等自然环境遗留任何废弃物。

你知道吗？
—变革在身边

Reduce
减少

Reuse
循环使用

Recycle
回收

另一方面，从太阳
能发电，太阳能热
水器，到雨水回收
再利用，到校园的
能耗管理审计，从
校长到每位同学，
我们的学校在可持
续能源领域能做的
都有哪些呢？

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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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

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
路灯，太阳能光伏发电
（武汉红旗村小学）

风能：

风力发电
（温州海岛小学）

生物质能：

沼气
（武汉新集小学）

我们的校园实践



你知道吗？
—行动在身边

废水再利用
——北京蒲公英中学的
     生态水塘

利用沉淀、过滤、植物等
物理、化学及生物净化，
将盥洗室的废水处理，再
利用于景观以及冲厕。

废物再利用
——成都成飞小学的
    “绿色创意空间”

通过垃圾分类回收，再
创意利用，达到废弃物
的再利用。

可持续能源年
我行动

作为地球公民，青少年如何
参与全球的共同行动呢？以
国际视野分析身边的事情，
积极参与，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从小事做起。

适度消费
——上海恒德小学
    “气候危机，我好帕” 节约能源

——北京大峪二小
   “节能我行动之电脑休眠”

绿色出行
——天津第90中学
   “低碳生活·骑出我们的未来”

……

你还能想到什么呢 



姓名：                                

性别:                                  

年龄：                                

就读学校：                           

所在班级：                           

行动计划
记录下你的行动计划吧，不要忘记重要事项！

青少年“1+6”
气候影响力行动小组
成员档案



现在，小组活动结束了，
但是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今后，你还准备做些什么呢？

承诺1：

承诺4：

承诺2：

承诺5：

承诺3：

承诺6：

活动记录

在活动中是不是有了特别的收获，快记录下来吧！

你交换到的六个承诺是：

你的活动感想是：
                                                                                                                                                      
                                                                                                                                                      
                                                                                                                                                      
                                                                                                         

新的旅程



列举今后你希望影响的人，
比如身边的小伙伴、你的家人等，
写下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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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坚持记录了一年的行动！
你终于翻到了这一页，现在我们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如果你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填满了这个小册子，并在2013年1月15
日前将本手册用邮件寄回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你将有机会
成为我们“1+6”行动2012年度“气候影响力大使”，并获得我
们送出的“1+6”特别大奖，还可能获得去世界各地与伙伴们交
流的机会！

世界的能源
      我们的未来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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