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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永远属于下一代人。没有青年参与并领导的未来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所幸，当今青年对环境问题的热忱和参与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代人。他
们不仅从自己做起，还动员自己的家人、社区和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我们当
前面临的严峻环境挑战。青年的主动性将化为领导力。因此，青年赋权不
仅是一句口号，也是环境解决方案的核心理念。

尤其在亚太地区，我们对这些问题都再熟悉不过。高速经济增长、城镇化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过度消费倾
向。这就意味着保护环境不只是环保人士的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青年比大多数人更发自内心地
认同这个道理，正因如此，青年在推动亚太地区变革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许多致力于推动变革的青年都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认可。联合国环境署通过“地球卫士青年
奖”和“亚太地区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等项目，提高青年促进变革的影响力和权利。奖项得主的
故事充分展现出青年的创造力和横向思维，不断启发并影响着不同世代。

不过，知识依然是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这也是《全球环境展望——亚太青年版》的前提。本报
告为青年和来自非环境背景的青年专业人士提供了清晰全面的当前环境挑战概览，为有志于保护环
境并了解亚太地区环境趋势和挑战的青年提供了起点。不同于技术性强、深奥难懂的传统科学出版
物，本报告面向更广大、更年轻的读者，内容更有趣、更易懂。

我希望本报告让青年有机会切实参与环境议题、了解环境知识并促进对环境挑战的理解，也希望本
报告鼓励亚太地区的决策者支持并赋权于青年。归根结底，唯有通过青年的努力，我们才能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序

德钦茨仁（Dechen Tserin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亚太区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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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环境形势迅速变化，当代青年面临着挑战与机遇。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长，自然资源
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加快锐减。与此同时，人们正在探索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领域，并且
为改善我们的世界制定了宏伟目标。

2015 年，193 个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
指导原则。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宏伟蓝图包含17 个目标、169 个具体目标和230 项指标，
承认健康健全的生态环境对于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和全球领袖、政府、
企业和民间团体一道为实现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共同努力（图1）。

图 1   2015 年联合国会员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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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今青年如何才能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运动？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年轻人的生活有什
么关系？
当今青年是促进工商业、科技、政府和教育等领域变革的重要因素。年轻一代朝气蓬勃、充满活
力、热情洋溢，也是孕育改革者的关键群体。青年人需要做出正确选择，保障繁荣、机遇和福祉，
也保障自己家人的未来。

面向亚太青年的环境报告
本报告面向亚太青年，包括高等院校学生、年轻人和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专业人士，旨在增强青年关
于自然环境、人类健康、人造环境三个基本领域的知识，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亚太地区新出现的环
境问题及其成因与影响。 

专栏 1  《全球环境展望——亚太区青年版》

・ 第一章详细阐释亚太地区背景情况及青年在应对亚太环境挑战中的关键作用。
・ 第二章阐述自然带来的惠益，并论证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促进人类生存及福祉的关键作

用。
・ 第三章探讨大气污染、水污染、粮食安全问题及废物管理不当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等新出

现的问题，提倡实现环境福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 第四章探讨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为建设具有灾害复原能力的可持续未来提出可行选项。
・ 第五章对本报告进行总结，强调青年行动对建设更美好未来的重要性，并包含一项面向

青年、服务青年并由青年开展的专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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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另一个宏伟目标是为青年赋权，让青年参与行动与决策，从而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
人类健康并建设更可持续及具有灾害复原力的城镇。地球的所有系统都息息相关，所以环境挑战也
都相互关连。本报告将阐述这些环境挑战之间的联系、为何青年应当关心环境以及为何青年应当立
刻采取行动。

“我们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伸出援手；唯有伸出援手，才能得救。”

——珍·古道尔博士，联合国和平使者、灵长类动物学家、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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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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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后，年轻和蔼的地球母亲一直辛勤地哺育着人类。随着时间的流逝，地球母
亲见证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也目睹了环境的恶化。

人类为了实现繁荣与发展，无休无止地向地球母亲索取资源。久而久之，地球母亲变得苍老，长
出皱纹和白发。最终，地球母亲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人类的开采。地球母亲生病了：她的肺（森
林）、血（海洋）和肾（湿地）都严重受损，身体变得很糟糕。

人类眼看地球母亲病重，终于幡然醒悟。男女老少都开始反思自己的恶劣行为，并且逐步采取积
极行动拯救地球母亲。地球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缓慢恢复。人类反思：“地球母亲，您养育了我
们这么久，现在该轮到我们来照顾您了。”

环境管理需要长期努力。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在家庭、社区和工作场所积极行动起来，守护我们唯
一的家园——地球——的未来。

插画及故事构思：
Zheren Tang

图2  我们与地球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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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时不我待，行动起来！

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社区对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
的环境问题缺乏关注或了解。这些问题包括气
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变暖和难以预测的天气模
式，进而导致的粮食和水资源短缺；城市污染
导致的空气质量恶化；以及两百年前工业革命
开始以来人类发展导致的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由于人类的不作为，这些问题日益严
峻，恶劣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死亡持续增加。

亚太地区正面临许多环境问题的威胁，包括空
气和水污染、滥砍滥伐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农
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粮食短缺、愈发频繁
的极端天气事件以及废物管理不当等。采取环
境行动并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有助于缓解
上述问题。青年人有能力也有责任影响并促成
对环境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推动缓解严峻环
境问题所需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1.2 应对挑战

亚太地区的41 个国家（UNEP 2016）拥有丰
富多样的文化、民族、风光和自然资源。亚
太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用全球
30% 的 土 地 养 活 了 全 球60% 的 人 口（UNEP 
2016）。过去五十年来，亚太地区的人口总量
和经济发展保持增长态势（IMF 2018），该地
区许多国家居民生活水平都显著提高。然而，
这一进程让亚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弱势群体付
出了代价。图3 概述了亚太地区当前的潜力与
面临的挑战。

亚太青年占全球青年总数的将近一半（UN-
DESA 2017），他们具备的变革潜能在争分
夺秒应对紧急环境问题、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进程中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尽管亚太青
年所处的现实条件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各自
社区中都具有影响力，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
推动积极的环境成果，成为促进变革的主
体。每一位青年都应当培养促进环境管理的
观念，促成地方和更大范围的改变，以应对
地球的环境挑战。这将有助于保障青年自身
和未来世代的需求都得到满足（Brundlant 
1987）。

1.3 亚太青年很重要！

青年从上一代人继承的环境现状影响着他们
对环境的关心与责任，而青年的关心与责任
在维护地球健康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代青
年的预期寿命将超过他们的父辈，因此对环
境威胁更有切身体会——他们将有可能生活
在不健康的环境中，环境恶化将影响他们的
生活品质。所幸，青年在创新并采取新形式
的行动方面具有独特才能，因此能更有效地
应对环境问题，创造更好的变革机遇。

青年力量

当代青年在社区及民间团体中发挥着支柱作
用。青年处于最有利位置，能够快速发现新
问题，进行基层开拓创新，并促成对当地社
区极为重要的社会转变。另一个重点领域是
公民教育和参与投票，有助于青年逐渐形成
共同价值观并树立关于社会及公民的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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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意识（Shaw 等 2014；世界银行 2007）。
必须牢记青年声音的重要性。无论是通过活
动、志愿行动还是公民参与等形式发出的青年
声音，都应当认真倾听，每一位青年都能成为
各自社区的活跃成员（UN-DESA 2016）。热
情洋溢的青年能够推动亚太地区走上环境可持
续发展道路。

参与进来

青年作为政治对话的参与者或者地方或国家决
策机构的代表，能提供新观点和开拓性的解决
方案（UNDP 2013）。青年参与民主进程有利
于维护自身权益，并且为有效走向环境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世界银行 2007）。当代
青年拥有更多更全面的资讯，有能力提出创新
解决方案并运用技术，社交媒体和众筹平台就
是例证（UN-DESA 2016）。青年曾积极参与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商议，
如今他们已准备好为落实议程提供支持。作为
未来的亚太领袖，青年的技能和能力对于实现
亚太所需的转型变革至关重要（Palanivel 等 
2016）。

培养变革领袖

青年能促成更具环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发
展。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制定面向青年的国家政
策并持续增加对青年的投资将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UNICEF 2013）。其中包括加强环境可
持续性方面的教育、支持青年赋权项目、为青
年推动发展进程创造更多机会、推动青年领袖

更有效参与决策等。归根结底，各国政府要
着手培养下一代负责任的领袖，他们将成为
促成变革的活跃主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合作伙伴（Billimoria 2016）。

更进一步

设想这样的世界：人人早上醒来就能喝到清
洁饮用水，吃上新鲜蔬菜，在通勤的路上深
深呼吸新鲜空气。我们要享有这些基本的生
活条件，就要从身边小事做起，通过有意识
的选择，促成积极的环境和健康成果。当代
青年是决定未来环境的关键主体，依然有能
力实现更幸福健康的未来生活。地球正面临
威胁，亟待我们采取行动。我们齐心协力，
就能给地球母亲带来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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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经济
社会 

潜力

图3  亚太地区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潜力与挑战概要

东南亚森林面积居全球第三（7.4
亿公顷），并拥有大量具有丰富生
物多样性的地点（FSC Asia Pacific 
Blog 2018）。

15 个太平洋岛国的专属经济区及
相连的公海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然
保护区（Govan 2017）。

亚太地区野生动植物走私形成价值 24 亿美元的产业，导致
许多物种走向灭绝（UNODC 2018）。

海平面温度日益上升导致 1998 年、2010 年和 2016 年发生
大规模珊瑚白化（Hughes 等 2018）。世界最大的珊瑚礁
大堡礁在 2016-2017 年间失去了 1/3 的珊瑚（Hughes 等 
2018）。

亚太地区依然是全球最易受灾害侵袭的地区——2015 年，
全 球 共 发 生 344 次 灾 害， 其 中 47% 发 生 在 在 亚 太 地 区
（UNESCAP 2016）。

挑战

挑战 挑战

潜力 潜力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
的大规模迁徙促使
城 市 发 展 扩 张。 到
2050 年， 亚 洲 城
市人口数量将超过
目 前 的 两 倍（UN 
2018）。

从 90 年代早期到最
近 十 年， 亚 太 地 区
收入差距增幅居全
球 首 位（UNESCAP 
2018）。

亚太地区人口占全
球 总 人 口 的 60%，
但 饮 用 水 短 缺，
平均每人每年仅有
3920 立 方 米， 是
除南极洲之外饮用
水 最 匮 乏 的 大 洲，
造成严重的健康问
题（Asia Society 
2018）。

亚洲城市正迅速成为高等教
育、 创 新 和 技 术 开 发 中 心
（ADB 2018）。

从 80 年 代 到 21 世 纪 初，
全球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
其 中 亚 洲 贡 献 了 一 半 增 量
（Freeman 2010）。

世界经济增长的 60% 来自
亚太地区，经济贡献居世界
首位（Rumney 2017）。

贸易和技术的迅速进步持续
推动生活标准的提升。亚洲
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从
2010 年的 17 万亿美元增长
至 2050 年的 174 万亿美元。

人口增长和对有限资源
的激烈竞争将影响亚太
地区的粮食安全和水资
源安全（UN 2018）。

2014 年， 亚 太 地 区 二
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排
放总量的 33%；若无显
著 改 善， 到 2030 年 这
一 比 例 将 上 升 至 45%
（ADB 2012；Dixon 
2016）。

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灾害
每年造成的财产、作物
和畜禽损失从 1970 年
的 520 亿 美 元 上 升 至
2015 年的 5230 亿美元
（UNESCAP 2016）。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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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与自然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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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然的馈赠

亚太地区生物多样性格外丰富，有东南亚热带
雨林、珊瑚礁三角区、温带森林与湄公河盆
地，都被视为地球上最珍贵的地区。亚太地区
还拥有众多不同的生态区域和生态群落，其
中生活着千差万别的动植物。然而令人悲伤的
是，亚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环境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衰退。保护这些有利于人类福祉的
自然资源已成为一项迫 在眉睫的任务。

本章强调地球的各个系统对人类福祉的社会、
经济和生物价值，阐释人们如何从自然资源中
获得大量惠益，并介绍了土地、淡水、沿海与
海洋、城市这四大系统（图4）。同时，通过
真实案例，本章旨在展现自然对人类福祉的重
要性。

2.2 土地系统：生命的种子

我们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与土地系统中的
森林、树木、植物和土壤息息相关。由于土地
系统提供人类赖以为生的无价的生态产品及服
务，亚太地区居民日益认识到土地系统的价
值。亚太地区的土地系统依据不同的功能可以
划分为生产用地、休闲用地、保护地区或保护
景观。每一类土地都为人们带来多种惠益，对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有助
于促进粮食安全、消除贫困、改善农村生计、
保护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总体功能、增强地
球对于人为变化的复原能力。 

森林是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的宝库

森林是生物最丰富的地球表层系统之一。热
带森林、温带森林和北方森林为动植物和微
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地，也是世界上绝大
多数陆生生物的家园（ACB 2011）。例如，
东南亚广阔的热带雨林降水丰富、气候温暖
（见专栏2），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
的生态、经济和科学价值。

同时，蜜蜂（专栏3）、鸟类和蝙蝠授粉促进
了亚太地区热带森林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对
全球食物供应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传粉媒
介影响着全球35% 的作物生产，影响着全球
87% 的主要粮食作物，还影响着许多植物源
药物。然而，由于传粉物种数量下降，上述
作物供应的可持续性正面临威胁。2016 年，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IPBES）数据显示，由于土地使用的
变化、集约化农业管理和杀虫剂使用、环境
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病原体和气候变化等
原因，全球16.5% 的传粉脊椎动物濒临灭绝
（IPBES 2016）。研究发现，相比次生林和
衰退林，原始森林能提供更多粮食产品，也
是生物多样性和传粉之间的关键联系（Hicks
等 2014）。

吸收二氧化碳和水

植物从空气中吸收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CO2），然后将碳（C）储存在土壤中，并
释放出氧气（O），制造出人类呼吸所需的
空气。研究证明，保护热带森林使全球碳排
放总量减少了8%，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影
响（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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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
社区

人类健康
与福祉

气候变化

自然资源
安全

生态效益
土地系统

淡水系统

沿海与
海洋系统

城市系统

多功能
景观

碳封存

丰富多彩
的生物
多样性

安全
饮用水

丰富多彩
的生物
多样性

珊瑚
白化

碳汇

丰富多彩
的生物
多样性

城市的
“自然化”

文化
服务

图4   地球的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资源，保障人类健康与福祉。土地、淡水、
沿海与海洋、城市等四大系统是支持可持续社区、保障自然资源安全、减缓气候变

化、获取巨大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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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森林园丁

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猩猩（Pongo abelii）是栖息在苏门答腊热
带雨林中的重要物种。苏门答腊猩猩以树上的果实为食，会在
森林中进行长距离活动，因此是种子传播的重要媒介，有助于
维持热带雨林的多样性（Campbell-Smith 等 2011）。苏门答
腊猩猩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是东南亚的代表性物种。

东南亚各国政府保护了18% 的幸存湿润热带森林。然而，森林
及生活于其中的野生动植物正日益受到农业生产、增长的全球

棕榈油需求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威胁。印度尼西亚所辖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油棕种植
园不断扩张，造成森林、土地和土壤退化，成为一项严峻挑战。

专栏3：蜜蜂，请给我蜂蜜！

蜜蜂不仅仅是传粉媒介，它们产生的蜂蜜是一种
高营养价值食品，在一些社区还是宝贵的药物。
蜜蜂还能促进地方的社会与经济互动。对于现金
收入来源有限的人群，例如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
朱姆拉县（Jumla）高海拔地区的农民，养蜂成为
主要收入来源。这些农民没有足够的耕地种植水
稻，因此用蜂蜜换取稻米和其他食物及日常用品，
并租种低海拔地区的农田（Partap 等 2014）。

苏门答腊猩猩康复中心
来源： Dave59, UNEP

养蜂人
来源：Kaipara Flats,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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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心？去享受森林浴吧！

森林是具有休闲娱乐、欣赏自然和舒缓压力功
能的重要区域，对于人类健康与福祉具有重要
意义。森林浴有助于降低患精神疾病及抑郁症
的概率（Bratman 等 2015），还能改善生活
质量和压力水平（Yu 等 2016）。日本一项研
究表明，森林浴能显著提高男女受试者免疫力
（Li 2010）。上述研究都表明森林对人类健康
具有有形及无形价值，这种人类与自然的联系
被称为“亲生命性”。

随着经济发展需求增长，亚太地区森林受到的

氧气

二氧
化碳

碳

保护热带森林使
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减少8%

森林提供了全球农业、
生活、城市、工业和环
境可用淡水资源的75%

威胁也日益严重（见专栏2）。抗击森林减少
与退化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保护森林的政策工
具及项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
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数据显示，1990
年至2015 年间，通过参与式共同管理、生
态系统服务付费和恢复退化林地，东北亚和
南亚的森林覆盖面积分别增长了12.9% 和
5.8%。另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机
制等项目使得政府和私营企业可以划拨资金
给土地所有者和林区社区，用于森林的恢复
与保护。例如，退耕还林的中国农民可以得
到政府的资金补助（Yang 和Lu 2018）。

图5  植树造林是吸收大气中过量二氧化碳的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是实现可持续安全水资源供应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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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对，就在我家后院！

具有高保护价值的陆地区域能为当地社区带来数
不清的惠益。亚太地区有些保护区由原始森
林和其他陆地景观组成，例如许多东盟遗产

专栏4：库布齐沙漠植树造林

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政府、企业和地
方社区三方合作项目已经将库布齐沙漠的三分之
一改造为生机盎然的绿洲。三十多年来，亿利资
源集团及其合作伙伴治沙面积超过6200 平方公
里，帮助超过10 万名农牧民脱贫，创造了超过740
亿美元的生态财富和自然资本（UNEP 2017）。

库布齐沙漠
来源：亿利集团

亲生命性（biophilia）：“对于亲近其他生命形式的渴望”。

亲生命性假说认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寻求建立与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的联系，以实
现人类对于审美、智力、认知甚至精神意义及满足感的追求（Wilson 1984）。

观看Ming Kuo 关于“维他命N”（自然）的演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h8CqS4HLk

视频链接

地， 与 人 造 栖 息 地 截 然 不 同。 不 过， 这 类
保护区景观已经逐渐向社会生态生产景观
（SEPLS）过渡，后者以多样化的土地使用
为特点，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选项与
机会（Cumming 2011）。社会生态生产景
观是多功能景观，对于社区福祉具有关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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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在日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地方被称为“里山”，以下案例研究表明
家庭菜园能够成为具有气候变化复原力的多功能农业生态系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F0R2JXAQ8

视频链接

专栏5：特殊的粮食生产体系——家庭菜园

一项对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家庭菜园的研究表明，从1961 年至2010 年，尽管存在气
候变化的证据，但家庭菜园的组成结构却没有改变（APN 2010）。家庭菜园生态系统似乎具
有气候变化复原力，这得益于家庭菜园园丁采用的高效有力适应策略。园丁通过这些策略让
家庭菜园保持多样性，并依靠家庭菜园的生产保障家庭粮食安全。这些适应策略包括调整种
植时间、采用传统农艺方法、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和灌溉技术以及种植新品种作物。家庭菜园
在小面积土地上集中了多样化的物种，其复杂的结构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土壤动物、昆
虫和鸟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日本，家庭菜园有利于推广分享食物的文化，由此增强对社
会经济变化及自然灾害的复原力（Saito 等 2018）。

用，并且在与人和自然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
对外部冲击和压力的天然复原力（Takeuchi 
2016）。社会生态生产景观的概念与老挝、缅
甸、泰国的社区林业概念有关，后者的主要目
标是：

（1）改善当地生计；
（2）减少滥砍滥伐并改善森林质量；
（3）巩固良好治理。

2.3 淡水系统：生命的源泉

淡水系统是具有明确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资
源， 为 人 类 需 求、 农 业 生 产、 工 业 生 产、
文化活动和生态体系保护带来惠益（图6；
Sandin 和Solimini 2009；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委员会 2005）。亚太地区的淡水系统包
括迥然不同的河流、湖泊、湿地和稻田。尽
管亚太地区可再生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量的
38%， 却 支 撑 着 全 球60% 的 人 口（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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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功能

生态系统
服务

水质调节 栖息地水量调节

供给服务

调节服务

文化服务

粮食 饮用水 药物 能源

水过滤 蓄洪

休闲活动

图6  淡水系统具有多种生态系统功能，如调节水量和水质、维系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生
理过程平衡（Grizzetti 等 2016；Sandin 和Solimini 2009）。这些淡水系统提供一系列与人

类生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生态效益

WCMC 2016）。因此，亚太许多地方对可用淡
水供应的竞争十分激烈（WWF-ADB 2012）。

获得清洁饮用水

安 全 的 饮 用 水 是 人 们 赖 以 生 存 的 必 需 品
（Kumpel 等 2018），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要求密切相
关。人每天都要喝水以维持内稳态（即体内
环境的稳定状态）及体内细胞活动（Gleick 
2009；医学研究所 2005）。为维持体内的
水分平衡，成年男性和女性每日水摄入量分
别为3.7 升和2.7 升，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
求（Sawka 等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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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有近12.5% 的人口（5.54 亿人）无法
获得安全饮用水。亚太地区面临的一大挑战是
淡水资源污染导致的多种疾病感染、寄生虫疾
病及其他对婴幼儿影响尤为严重的疾病（世界
卫 生 组 织 2016；Singh 等 2001；Rahmand
等 1997）。由于南亚和东南亚30% 人口的饮
用水受到人类粪便污染（Bain 等 2014），亚
太地区与水相关的疾病带来的负担极重。所
幸，90 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清洁供水比例显著
提高，但是各国国内城乡饮用水供应情况通常
存在较大差距（图7；UNICEF 2017）。 

水资源支持经济活动

亚太地区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正在迅
速增长（亚太水论坛 2018）。这里所说的按
照市场价格计算的GDP 是指用于最终产品和服
务的支出与进口额之差（OECD 2018），主要
来自农业和制造业各产业（Statista 2018）。
其中包括发电业、造纸业、化工生产和电器与
电子产业。这些产业都有助于促进就业，并且
都需要稳定的淡水供应来制造产品或种植作
物。

那么，每个产业究竟需要多少生产用水？生
产用水量可以用“水足迹”指标来衡量。水
足迹用于综合衡量个人、企业、地区、国家或
工作场所的用水量。这一指标根据“水足迹网
络 ”（http://waterfootprint.org/en/water-
footprint）指南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
标准化流程而建立（见图8）。

亚洲发展中国家约1/3 的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

生计来源，亚洲高收入国家农业人口比例则
不足5%（ADB 2016）。为支持农业发展，
灌溉成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水资源的主要用
途，占总用水量的90% 以上，特别是印度和
巴基斯坦（Galang 2016）。亚洲国家（特别
是中国和印度）种植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水
稻不仅是主食，还是这些国家的主要经济作
物（Venkatesh 2016）。例如，水稻生产为
孟加拉国农村社区创造就业和收入，从而帮
助孟加拉国减贫（Sayeed 和Mohanmmad 
Yunus 2018）。

蓄洪功能

洪水的成因包括强降水、水上强风、异常
高 潮、 海 啸 以 及 水 库、 堤 坝、 蓄 水 池 等 建
筑 结 构 的 溃 决。 亚 太 地 区 自 然 灾 害 多 发
（UNESCAP 2016），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
产损失。例如，由于地势多样和季风季暴
雨，尼泊尔频繁受到洪灾侵袭，给贫困社区
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Devkot 和
Karmacharya 2014）。依据尼泊尔国家数
据估算，自1980 年以来平均每次洪灾都造成
200 人丧生（UNDP 2009）。

淡水水体、河漫滩平原、湿地（图9）和河
区不仅是栖息地，还能对洪水进行有效的天
然调节（Palmer 和Richardson 2009；千年
生态系统评估委员会 2005）。每个栖息地
调节从陆地流入淡水水体的水流流速，完好
的河漫滩平原和河岸带的植被对洪水具有缓
冲作用。假如失去这些洪水调节服务，洪水
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见专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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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饮用水及卫生设施情况

饮用水

总体 城市农村

地表水
未加改良

基本卫生
有限卫生

安全管理

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定义

定义

地表水

未加改良

有限卫生

基本卫生

安全管理

未加改良

有限卫生

基本卫生

安全管理

随地排便

从河流、水库、湖泊、池塘、溪流、运河或灌
溉水渠直接获取的饮用水。

从无保护掘井或无保护泉水获取的饮用水。

从改良水源获取的饮用水，来回取水时间（含
排队时间在内）超过 30 分钟。

从改良水源获取的饮用水，来回取水时间（含
排队时间在内）不超过 30 分钟。

从屋内改良水源随时取用、未受粪便或主要化
学物污染的饮用水。

备注：改良水源包括管道自来水、钻井或管井水、有保护措施的掘井、
有保护措施的泉水、包装水或输送水。

卫生设施

总体 城市农村

地表水
未加改良

基本卫生
有限卫生

安全管理

在田野、森林、灌木、开放水体、沙滩或其他
露天空间或固体废物上大小便。

使用无踏板或无平台坑厕、支架茅厕或桶厕。

使用两户或以上家庭共用的改良设施。

使用改良设施，不与其他家庭共用。

使用改良设施，不与其他家庭共用，排泄物就
地安全处理或运输至别处安全处理。

备注：改良设施包括连接下水管道系统、化粪池或坑厕的抽水 / 冲水
厕所；带通风设施的改良坑厕、堆肥厕所或带踏板的坑厕。

图7  2000-2015 年，亚太地区城市、农村及总人口的饮用水
及卫生设施情况与趋势（UNICE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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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 和Richardson 2009）。

2.4 沿海与海洋系统：生命的海洋

亚太地区的沿海与海洋系统是世界上最富生产
力与活力的栖息地之一，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
的 服 务（Laurans 等 2013；Brander 等2012 
；Fortes 1991）。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珊瑚
礁三角区（Foale 等 2013）和孟加拉湾孙德
尔 本 斯（Sundarbans） 沿 海 红 树 林（Perry 
2011）。亚太地区不同沿海栖息地提供的生态
系统产品与服务预计自然资本价值高达77 亿
美元（UNEP/COBSESA 2010）。然而，这些
自然资本可能由于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而退
化（IPBES 2018）。

沿海和海洋系统的馈赠

亚太地区是世界公认的沿海和海洋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UNDP 2014）。例如，面
积570 万平方公里、覆盖六个亚太国家海域
的珊瑚礁三角区被确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Foale 等 2013）。这些生态系统具
有的内在生物价值也是社会与经济价值的基
础（图10）。可持续发展目标14 旨在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海洋由此首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

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关键的调节服
务，例如保护人类不受自然灾害和资源退
化 的 威 胁 等（Jones 等 2012；Colls 等 
2009）。这些生态系统也带来旅游业和资

图8 主要农产品的水足迹概览

大麦
升 /500 克

小麦
升 /500 克

高粱
升 /500 克

小米
升 /500 克

甘蔗
升 /500 克

面包
升 /500 克

牛肉
升 /500 克

茶
升 /500 克

咖啡
升 /500 克

牛奶
升 /500 克

汉堡包
升 /500 克

奶酪
升 /5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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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量

时间

湿地

无湿地

暴雨

此图反映出湿地对暴雨洪峰的削弱作用（来源：Kusler 1983）

地下水

细菌分解
污染物

饱和泥炭
储水

缓慢释放
储水

湿地如何发挥作用

溪流

分散水流
能量

过滤污
染物和
沉淀物

为野生动植
物提供重要
栖息地 泄出水质

更清洁

图9  湿地是重要的栖息地，对人类也具有多种生态价值（Gregg 和Wheeler 2018 ；ADB 
2016），特别是发挥重要的天然调节洪水的功能（Kadykalo 和Findlay 2016）。洪水暴
涨时，湿地可以像海绵一样储纳洪水，是天然的蓄洪水库（Kusler 和Riexing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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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斯里兰卡科伦坡湿地保护

斯里兰卡科伦坡都市区易受洪水灾害，湿地面积约有2000 公顷，但是正以每年23.5 公顷的速
度消失。来自日本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基金（PHRD 拨款）和全球减灾与恢复基金（GFDRR）
的资金支持了该地减轻洪灾和城市湿地设计方面的研究。现在，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当地
政府为科伦坡Beddagana 湿地公园成立了首个政策与人力资源开发基金（MCUDP）。

依据该项目，在科伦坡生活和工作的280 万人都将直接或间接从中受益。该项目预计还将通
过湿地的休闲设施产生约1360 万美元收入。

源可持续利用领域的就业机会（Bennett 等 
2014； Samonte-Tan 等 2007）。 例 如， 亚
太地区的渔业对保障地方社区生计发挥着重要
作用，对于参与渔获及其交易的妇女尤为重要
（Monfort 2015；Harper 等 2013）。在其他
地方社区，这些生态系统还提供与其他服务同
样重要的精神文化服务，例如，太平洋岛国的
传统知识体系长期以来受到当地生态系统的影
响与塑造（Forsyth 2011）。

海洋在气候调节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也是
目前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世界近93% 的二氧
化碳储存在藻类、鱼类、珊瑚等海洋生物体内
（Khatiwala 等 2009）。“鱼碳”（Toomey 
2018）这一新概念描述了海洋脊椎动物与碳
的多种相互作用，促进了大气中的碳储存在海
洋中，否则这些碳将进入大气，加剧全球变
暖（UNEP 2018；Rogers 等 2014）。据粗略
估计，公海生态系统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
每年捕获并储存的碳超过15 亿吨（Rogers 等 
2014）。全球变暖产生的额外热量大部分也

被海洋吸收。亚太地区国家迫切需要意识到
海洋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
响”中的作用。

保持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将有助于
保障约10 亿沿海地区居民的福祉（Talaue-
McManus 2006）。预计到2026 年沿海地区
人口有望达到3.25 亿（UNEP 2016），这些
生态系统的完好是保障亚太地区人类社区安
全的必要条件。目前，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的珊瑚礁）正面临威
胁（IPBES 2018）。对《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爱知目标的中期回顾表明，“大量
的沿海开发和海洋资源的不可持续利用已经
造成超过40% 的珊瑚礁和红树林消失，导致
鱼类种群减少”（UNEP-WCMC 2016）。珊
瑚礁的破坏主要由污染和气候变化造成（见
专栏7），对粮食安全、旅游业及海洋生物整
体多样性造成广泛影响（IPBE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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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

海草

珊瑚礁

社会经济
重要性

社会经济
重要性

社会经济
重要性

生物
重要性

生物
重要性

生物
重要性现状

现状

现状重大威胁

重大威胁

重大威胁

保护海岸线
红树林的根系与其中的有
机物质能稳定沉积物，像海
绵一样吸收洪水

孙德尔本斯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沿海红树林，也是珍
稀的孟加拉虎的家园

水产养殖、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和旅游业与红
树林“争地”

亚太地区已有超过 120
万 公 顷 的 红 树 林 被 改
造为水产养殖池

海草场是许多具有
重要经济价值的鱼
类的产卵场

海草是绿海龟和
儒艮的重要食物
来源

据 现 有 数 据， 亚 太
国家的海草衰退速
度在加快

废 水 排 放、 未 经 处
理的污水、养虾场、
拖网捕鱼等造成海
草衰退

世界有近 3000 万最贫
困人口完全依赖珊瑚礁
提供食物
水肺潜水旅游业

珊瑚礁是重要的基因
库，可用于医药与生
物科技领域

亚 太 地 区 95% 以 上 的
珊瑚礁都面临威胁，并
且威胁等级近十年来急
剧上升

影响珊瑚礁健康的最
普遍威胁有破坏性捕
捞、过度捕捞、富营
养化和沉积作用

图10  主要沿海与海洋系统为人类带来的生态惠益及其现状与主要威胁概览

来源：Gisen 等 2006；Wilkinson 2008；Burke 等 2011；UNEP 20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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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海洋复原力

海洋保护区（MPA）广义上指为有效合理保
护并管理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而划定的特定地理区域（UNEP 2017；Elliott
等 2011）。同时，海洋保护区还有助于长期
保护自然环境和相关生态系统及其文化价值
（Neumann 等 2015）。 亚 太 地 区 的 国 家 处
于 指 定 海 洋 保 护 区 的 最 前 线（ 见 方 框8）。
2004 年至2017 年间，亚太地区海洋保护区扩
大 了13.8%（IPBES 2018）。 东 北 亚、 东 南
亚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正在按计划落实《生物
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11，即将海洋面积的
10% 划为海洋保护区，这将进一步助力全球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Rees 等 
2018）。

亚太地区的珊瑚礁三角区内设立了许多不同级
别的海洋保护区（例如严禁一切捕捞活动的
“禁捕区”等），由不同国家机构进行管理。
为协助指导管理这样广阔的区域，Flower 等
（2013）推荐采取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综合
协调方法应对沿海与海洋地区受到的多重影
响，保障这些地区的长期可持续性，惠及当
地居民的生活。若管理得当，海洋保护区能
促进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除一切形式
的贫困”）、增强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目
标2“零饥饿”）并创造就业，并已在四个地
方的实践中得到印证（图11；van Beukering
等2013）。海洋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及其生
态惠益有助于促进落实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
标（UNEP 2017）， 还 有 助 于 落 实《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的 爱 知 目 标（Rees 等 2018），

后者将推动气候变化复原力建设，由此进一
步支持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图12； 
Nippon Foundation-Nereus Program 2017 
；Neumann 等 2015）。

具备良好有效设计与管理的海洋保护区能保
护关键栖息地、物种和生态功能，有助于恢
复、保护并提高生物多样性、生产力与复
原 力（Reuchlin-Hugenholtz 和McKenzie 
2015）。因此，扩大海洋保护区面积有望扩
大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惠益。不仅
如此，影响人类行为、减少对生态系统影响
的有力治理能让海洋保护区更有效（UNEP 
2017）。亚太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有
效管理广阔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尽管亚太地

鱼碳
探索海洋脊椎动物的

碳服务

视频链接

https://vimeo.com/295991431

来 源：Toomey, J. “Fish Carbon, Exploring Marine 
Vertebrate Carbon Services.” 动 画 短 片，GRID-
Arendal 与 Blue Climate Solutions 制 作，2018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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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气候变化会让我们失去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吗？

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系统。这一雄伟的有机构造甚至在外
太空都能看见！大堡礁绵延2300 多公里，面积约34.44 万平方公里，1981 年列入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

近 期 发 生 的 大 堡 礁 悲 剧 事 件 是 大 堡 礁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一 次 珊 瑚 死 亡（Hughes 等 
2018）。2014 年初，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水升温造成了全球性的珊瑚白化。这次珊瑚白化事
件持续了近三年之久，导致大堡礁近29% 的珊瑚死亡。

观看监测大堡礁状况的科学工作者特里·休斯（Terry Hughes）教授的访谈。

视频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video/2016/jun/07/coral-bleaching-has-changed-
the-great-barrier-reef-forever-video

2016 年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之前与之后的珊瑚礁对比照片。海面温度升高造成的大规模珊瑚
白化是指珊瑚排出体内的共生微藻并变白，由此导致珊瑚的高死亡率。

来源：海洋机构（The Ocean Agency）；XL 卡特林海景调查（XL Catlin Seaview Survey）；珊瑚礁图片库（Coral Reef Imag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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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在扩大，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
（2018）的数据表明物种消失的速度并未减
缓。这表明，当务之急是确保亚太地区的自然
资源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进行妥善管理。

2.5 城市系统：宜居、可持续的自然

城市系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多种健康、文化、
休闲和经济惠益，从而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
城市系统的特点是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多层面
连接时产生的复杂而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生态
体 系（ 图13；Nady 2016；Grimm 等 2008；
Bolund 和Hunhammar 1999）。由于城市开
发，城市系统中的人造绿地面积通常大于自然
绿地面积（Bolund 和Hunhammar 1999）。
城市系统还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人类生活。因
此，尽管城市系统提供的多种服务在类型与质
量上不同于郊区密林，但居民对城市系统的满
意度依然高于郊区密林。

健康的城市系统还能带来经济惠益，促进人类
健康与福祉，并产生审美与视觉惠益（Davies
等 2017；Chiesura 2004）。例如，新加坡特
别重视城市绿化并将其作为发展模式的关键
组 成 部 分（Tan 2017；Tan 等 2013）。 为 确
保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模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1992 年新加坡制定了本国第一个环境蓝
图——《新加坡绿色计划》（SGP）（环境部 
1992）。《新加坡绿色计划》定期进行审议，
将新兴的理念与新出现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2012 年《新加坡绿色计划》制定了防控空气
污染、提高水资源利用与废物管理效率以及保

持良好公共健康的具体目标（环境与水资源
部2016）。

绿地与人类健康

 对人类来说，城市生态系统带来的最大惠益
是健康与休闲。已有多项研究指出，人如果
能方便地亲近自然，其心理和身体健康都会
得到增强（Ulrich 1984）。而且城市内部的
生态系统能够将城市居民与自然相连（Clos 
2015），并提高城市居民对自然的兴趣。以
韩国为例，研究发现前往绿色城市中心的居
民表现出较高满意度（Park 等 2016）。

城市绿地的建设及管理十分重要（APUFM 
2017），特别是人口超过1000 万的特大城
市。亚太地区目前有17 个特大城市，而且由
于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增长，到2030
年特大城市数量预计将增加至22 个。中国、
韩国等亚太地区国家正在制定并实施城市绿
化及城市林业的多种战略，旨在改善快速发
展城市的可持续性（APUFM 2017）。2017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支持举
办了两次亚太城市林业会议（APUFM）。其
中，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制定了《首
尔行动方案》，旨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
进可持续城市的建设（见专栏9）。

城市生活与自然的结合

随着城市的发展，现存的森林变得支离破
碎，面积也在缩减（Estevo 等 2017），生
物 多 样 性 和 栖 息 地 随 之 消 失（Kim 和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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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东南亚海洋保护区两例及其践行的管理方法

• 由图巴塔哈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包括
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学术界及私营企业的利益
攸关方。

• 菲律宾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区内严禁捕捞。
• 菲律宾共和国第 100067 号法案（也称为 TRNP

法案）为保护图巴塔哈珊瑚礁提供法律与制度框
架。

• 向公园游客收取费用，用于经常性支出，如管理
费、执法成本等。

图巴塔哈群礁自然公园（1988）

图巴塔哈群礁包括南北两个环礁，面积
为 130028 公顷。 来源：http://www.tubbatahareef.org/home

来源：Dave Harasti

• 由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与渔业部管理。
• 是东南亚第一个通过立法保护区内所有鲨鱼和鳐

鱼的海洋公园，建立了鲨鱼和鳐鱼禁捕区，促进
这些受威胁的大型动物的种群恢复。

• 旅游业收入直接投入海洋保护区，为保护区的运
作提供资金，保障地方当局的可持续资金模式。

拉贾安帕特群岛海洋公园（2007）

拉贾安帕特群岛海洋公园包括七个海洋
保护区，面积为 118.594 万公顷。
来源：Sutirta Budiman，Unsplash 图片网站

来源：Agostini 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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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Navakavu 
海洋保护区

岛
阿纳冯

（Arnavon）
诸岛

所罗门群岛
印度尼西亚

布纳肯
(Bunaken) 岛

菲律宾
阿波 (Apo) 岛

机遇 赋权  安全保障

图11  亚太地区四个地点对减贫三要素的相对贡献 

来源：van Beukering 等 2017

预防海洋污染

实现可持续的
海洋生态系统
将海洋酸化的
影响降至最低

终止过度捕捞

保护 10% 的海洋

改革渔业补贴

惠及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

规模

图12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的各项具体目标
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益

来源：Nippon Foundation-Nereus Progra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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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Hahs 等 2009）。不过，谨慎周密的城
市规划能让城市实现“自然化”，通过让自然
更广泛深入地融入城市生活的措施，增加物种
数量及其复原力（图14）（Boada 和Maneja 
2016）。例如，大型公园能为许多物种提供栖
息 地（Sing 等 2016；Yuan 和Lu 2016）。 然

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关于维
持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相对较少（Botzat
等 2016；Beninde 等 2015）。

城市动物既可能带来惠益（如增加城市生物
多样性服务），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产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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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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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系统

图13  城市系统也许看似人造，却能在保持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图所示，城市能给居民带来大量生态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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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首尔行动方案》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接轨

《首尔行动方案》由2017 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第二次亚太城市林业会议（APUFM）的与会各方
共同制定。《行动方案》提出了一套行动方针，包括未来十年的八个目标和将要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通过《行动方案》，韩国设立了一系列环境政策目标，包括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在城市周边
提供森林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城市等，旨在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1“可
持续城市和社区”。

《行动方案》共有八个目标：城市更绿色、更清洁、更清凉、更健康、更包容、具有更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更富裕、更安全。《行动方案》描述了每个目标的关键行动、指标与具体目标、关键
主体、资金、时机、成果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下图展示的是首个目标“城市更绿色”。

• 到 2027 年，实现亚太地区城市
的植物冠层覆盖率至少增长 10%
（例如，覆盖率现为10%的城市，
届时增长至 11%）

• 到 2027 年，城市居民人均绿地
面 积 与 2017 年 相 比 至 少 增 长
10% 

“城市更绿色”成果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谁来
做？

联合国机构、国家机构、地方管
理机构、科研机构与大学、市政
府、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私
营部门

行动

• 把多种环境因素纳入考虑
范围，开展关于覆盖率与
绿地的信息收集及调查工
作

• 制定评估、监测生态系统
服务的教育或研究项目

• 定期报告亚太地区城市林
业状况

资金
联合国机构（联合国人居署、粮
农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亚欧
基金（ASEF）

来源：APUFM 2017
链接：https://www.nzarb.org.nz/site/nzarb-demo/SEOUL%20ACTION%20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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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振奋人心的水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着顺滑皮毛的水獭（学名：Lutrogale 
perspicillata）在新加坡消失，人们一度认为当地水獭已经灭绝。然而，九十年代起水獭的身影
在湿地中重现。2007 年以来，这些水獭已经迁徙至城市地区，例如实龙岗水库和榜鹅水库，还有
滨海湾和樟宜机场这类高度城市化的地点。这些城市地区为水獭提供了健康的鱼群以及安全、适

宜、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巢穴地点。

来源：Jeffrey Teo，新加坡水獭观察（Singapore Otter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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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代的福祉。现在到了做出改变和努力
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拯救所剩不多的原始环
境。

然而，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受到过度利
用和开发，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向可持续
利用自然资源转型已成为燃眉之急。第三章
将重点描述人类造成并影响人类健康与福祉
的重大环境问题，并强调需要立即行动起
来。

建议：
• 来到森林、河流和海洋时，切记“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带走；除了足迹，什么都不留下”。
• 参与植树、清理水道、潜水清理海洋垃圾等有意义的活动。
• 在城市中种植更多树木可以美化景观，还能为城市里的野生动物提供庇护。

生干扰或破坏基础设施）。无论如何，城市生
物多样性是人类福祉的一项重要指标，能成为
监测全球变化及衡量城市为实现与自然和谐共
生所作努力的工具。物种多样性较丰富的城市
往往具有较强复原力，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广
泛的自然惠益，例如能让居民感受不同季节的
动植物之美（图14）。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将有助于改善人类与地球的
关系，也就是说，可持续城市能给未来带来希
望。

2.6 呵护自然的馈赠

在本章中，我们了解了各个生态系统的重大生
态作用及其为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提供的生
态惠益。而且这些不同系统之间存在千丝万缕
的联系，一个系统的过程和活动总会对其他系
统造成积极和/ 或消极影响（图15）。

亚太地区拥有的自然资本为人类的生存与福祉
提供产品及服务，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
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种与我们共存的生
命循环的健康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
今天关于保护自然的决定将影响到我们自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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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探索生态系统如何帮助沿海地区居民适应气候变化，并
进一步了解基于沿海生态系统的适应过程

链接：http://web.unep.org/coastal-eba/what-is-coastal-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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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有机农夫Nobuyuki Ishiwata

Nobuyuki 是一位种植奇异果的年轻人。令人惊奇的是，他不使用任何化肥、杀虫剂、消
毒剂或其他化学品。他说这种做法能让土壤更软，雨天能吸收更多水分，并且为多种不同
生物提供栖息地。点击图片观看访谈视频！

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WEcsySf3zXg?list=PLNNslwnSnPNDIYhSgyOI8fLrc93n0RR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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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命之线 饱受污染



34 全球环境展望 亚太青年版

3.1 促进福祉的发展

大多数青年每天骑车、开车或是搭乘公交、火
车、地铁、轮船去上学或上班。青年在移动设
备上搜索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晚上有足够的灯
光可以学习（或者是消磨时光）。大家都能吃
饱饭，肚子饿了就到附近的便利店去。比起100
年前，我们的生活便利了许多。但是这种便利
的生活方式真的可以持续吗？我们正在走钢
丝，试图维持环境命脉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图
16）。事实上，人类造成的污染正在危害我们
自身。为什么会这样？为了避免在环境命脉和
经济发展之间做单选题，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
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的前辈建立了以消费为基础的工业经
济，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并排放许多污染
物。这对青年有何影响？我们能做什么？

父辈吃盐多，子孙无水
喝。
                     ——越南谚语

3.2 为未来供水

空气 水

土地 粮食

增长 财富

城市化 人口

命脉

发展

图16  受到威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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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遏制扩散

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生活和工业废水、农
田径流、垃圾填埋场渗漏造成的水污染依然
是亚太地区面临的严峻问题。亚太地区常见
的污染物包括有机物、氮和磷等营养物、溶
解盐类、重金属、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

在亚太沿海地区，与海岸侵蚀和大规模地
下水开采有关的海水入侵十分普遍（UNEP 

发生了什么事？我越变越好……
但我们的消耗越来越大

尽管人均用水量正在下降，但由于人口增长，
用水总量依然在增加。目前，亚太地区用水量
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好消息是，由于技术
进步，现在产生同等经济收入的用水量比35
年前更少（图17；UNEP 2016）。

亚太地区总用水量

亚太地区
人均用水量

     （相当于 3.1 个蒙古库苏古尔湖）      （相当于 4.4 个蒙古库苏古尔湖）

( 相 当 于 0.56 个
游泳池 )

( 相 当 于 0.4 个
游泳池 )

经济用水强度
( 产生 1 美元经济收
入的用水量 ) ( 相 当 于 23

个浴缸的水 )
( 相 当 于 3
个浴缸的水 )

图17  亚太地区用水趋势。来源：UNEP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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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卫生问题依然是亚太地区的主要污
染源。2015 年，厕所覆盖率低于50% 的亚太
国家包括阿富汗、柬埔寨、印度、基里巴斯、
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东帝
汶。亚太地区数以千万计的居民由于不安全
的水资源和卫生条件而生病、残疾甚至死亡
（Anand 2012）。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
和生活方式转变，太平洋岛屿国家及地区有限
的水资源面临巨大的污染压力。环礁的地下水
资源以“淡水透镜体”方式存在，由密度小
的淡水浮在海水层上方而形成。宝贵的淡水
透镜体非常脆弱，极易受到人类的开采和污
染——主要污染来自底部开放式厕所（图18；
Kayanne 2017）。

无水不乐
“水”运会

我们都需要水才能生存，奥运会和残奥会
也离不开水。夏季奥运会42 个大项中的12
个（30%）以及冬季奥运会全部15 个大项

（100%）都需要直接用水。再想想需要间接
用水的体育项目，例如给足球场草坪浇水、
沙滩排球的“沙滩”、所有运动员的饮用
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全部项目都离不开
水。

水在环境中通过各种形式循环（图19）。水
一旦受到污染，就要消耗大量能源和化学品

淡水透镜体
枯竭

海水

过度
开采

废水
污染

珊瑚生态系统
退化 水污染

海岸侵蚀

过度捕捞

淡水透镜体

海水

土地再生

有孔虫类

补 充 清 洁
水资源

雨水

太阳能

废水处理

禁
止

捕
捞

图 18  环礁的可持续用水模式（右）与不可持续用水模式（左）对比

来源：Kayann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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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净化，然后才能用于冲泡婴儿奶粉或是灌
进游泳池。此外，传统的水处理方法无法彻底
除去水中的杀虫剂或药物等化学品。谁愿意看
到自己的孩子或是最喜爱的运动员每次游泳时
都喝下这些强效且具有潜在危险的化学品呢？

观 看 残 奥 会 日 本 赛 艇 选 手 莫 妮 卡· 濑 立
（Monika Seryu）的水上采访（方框11）。
奥运选手和我们一样是年轻的专业人士——
我们是否也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夏季
奥运会

项目

冬季
奥运会

项目

直接
用水 输送

蒸发

降水

滑雪

滑冰

赛艇

帆船
游泳

图19  水循环与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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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全球环境展望6》青年之声：残奥会赛艇选手莫妮卡·濑立

莫妮卡是一位残奥会赛艇选手。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赛艇运动把她从身体残疾中解放出
来。赛艇运动非常依赖水资源，她每天都在水边或水上度过。她提到，水质和水中的垃圾
等物理障碍会影响运动员的成绩。更多内容，快来观看视频吧！

莫妮卡·濑立    
残奥会赛艇选手

视频链接

https://youtu.be/zEMfyzyCCVY?list=PLNNslwnSnPNDIYhSgyOI8fLrc93n0RR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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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要实现更绿色、更清洁的发展道路，第一步就
是保障所需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并强化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联系。跨越式和
变革型的发展道路已经得到研究，因此发展中
国家不必重蹈覆辙，能用更少的时间、资源和
排放实现低碳社会（UNEP 2015）。为实现所
有这些目标，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以及
我们每个人的参与都至关重要。

橙色也许将成为新时尚——氮会成为下一个碳
吗？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和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等多个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共同抗

击氮污染。氮和磷已被确认超出了各自的地
球界限，也就是人类能够安全活动的界限
（Rockstrom 2015）。国际社会曾经携手共
同应对碳污染——现在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
应对氮污染吗？ 

3.3 空气污染：无法逃脱的威胁

适宜呼吸的洁净空气是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
之一。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从大气
中吸入生存所需的气体。保持空气洁净需要
生态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参与。例如，植物
过滤空气、分解污染物，同时产生所有动物
（包括人类）所需要的氧气。

但是，生态系统中的有些过程也会产生大气

气态污染物

颗粒物

雾霾 

雾霾 

酸雨

 氮氧化物
 臭氧
 硫氧化物
 有毒金属
 砷
 镉
 铅
 多环芳烃 
 黑碳

图20  气态污染物及其对人类的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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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害物质（图20）。空气中的气态污染物
包括氮氧化物（NOx）和硫氧化物（SOx），
会导致雾霾和酸雨。大气中的臭氧（O3）能够
防止过多紫外线到达地面，因此对生命具有关
键作用。然而，地面臭氧过多会对健康和气候
带来有害影响。

有害物质还可能是空气中的微小颗粒，称为颗
粒物（PM）。颗粒物大小不同，PM10 和细
颗粒物PM2.5 都可能来自自然源，也可能来自
人为源。有些颗粒物是室外空气的正常组成部
分，例如来自海洋的盐以及松散的尘埃，但是
还有很多颗粒物含有有毒成分。

空气污染是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地方都存在着的
一种威胁：大约92% 的人口面临着对他们健康
构成重大风险的空气污染。知道这一威胁正在
影响着这么多人，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出有
效的解决方案，以防止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恶化。

改变气候的空气污染物

说起气候变化，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主要问题是
二氧化碳（CO2）浓度过高。然而，新研究表
明大气中还有另外一些物质同样值得我们关
注——短时气候污染物（SLCP），其中包括
黑碳、甲烷（CH4）和地面臭氧。顾名思义，
短时气候污染物不会在大气中停留很长时间，
但是这些污染物仍然对局部地区及全球气候有
显著影响。

以煤烟形式存在的黑碳会在受影响区域产生持

久性雾霾，导致大气能见度降低。黑碳甚至
可能引起气温变化，从而改变局部地区的气
候条件。例如，火山爆发之后，黑碳会阻挡
来自太阳的能量抵达地面，有可能引发冷却
效应，但是从长期来看黑碳在大气中的整体
效应是使温度上升（Bond 等2013）。

甲烷是一种主要来自稻田及畜牧生产和有机
废物分解的温室气体。甲烷引发全球变暖的
速度是二氧化碳的数倍。此外，甲烷与氮氧
化物等其他气态污染物在阳光下发生反应，
还会生成另一种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地面臭氧，也会影响作物生产。

空气污染是严重的健康危害

短期或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都会给人类
健康带来高风险。颗粒物带来的健康风险取
决于颗粒大小：颗粒越小，危险性就越大。
PM10（ 直 径 不 超 过10 微 米 的 颗 粒） 大 部
分停留在鼻腔与咽喉，PM2.5（直径不超过
2.5 微米的颗粒）则会直接被肺吸收，进入
血液，由此导致多种心肺疾病及癌症的发病
率 增 加（van Berlo 等2012）。 这 是PM2.5
中的有毒成分造成的——PM2.5 可能含有黑
碳、铅、砷、镉等有毒金属以及一种叫芳香
环烃（PAH）的致癌分子。这些有毒颗粒通
常有多种来源，包括汽车尾气、垃圾焚烧、
使用木炭和木材烹饪及取暖以及工业生产。

从全球来看，颗粒物污染是造成受影响人群
早死及罹患疾病的第五大最危险的因素，
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Cohe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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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颗粒物对于人体十分有害，特别是
幼 儿 和 中 老 年 人 更 易 受 其 影 响（Solaimani
等 2017；Karottki 等2014；Schuepp 和Sly 
2012）。 颗 粒 物 的 有 害 影 响 在 农 村 更 为 突
出，生物质炉灶的使用对在室内烹饪的妇女

及其年幼子女影响尤其大（Devakumar 等
2018）。

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较高的大气颗粒物浓度
会减少年轻人的户外活动，导致整体运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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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An 和Yu 2018）。亚太地区许多城市的
PM2.5 水平都远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的年平均10 微克/ 立方米（μg/m3）指导
值（图21）。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让生活在高
度城市化地区的居民呼吸到更洁净的空气。

气态污染物还与长期健康影响有关：暴露在氮
氧化物中会增加罹患高血压、冠心病等多种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除此之外，罹患慢性哮喘和
其他阻塞性肺病也和长期暴露在硫氧化物、甲
烷和地面臭氧中有直接关系。

让空气变得更洁净

减少空气污染要从源头抓起（图22），也就是
说要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减排。有毒颗粒物和气
态污染物的许多来源都与焚烧有关。大部分城
市的轿车、公交车和其他车辆有必要采用更好
的引擎和燃料，或者最好使用电动车。城市规
划不仅要满足车辆交通需求，还要发展公共交
通体系和专门的步道和自行车道。

我们必须考虑的是随着亚太地区城市经济竞争
力的增加，在今后发展中不能仅注重流动性和
便捷性，同时还需要通过多种交通模式及绿地
规划来减轻城市地区的空气污染。

更清洁的能源也会带来更洁净的空气——向可
再生能源过渡能改善工业活动和发电活动。在
农村地区，许多居民依然使用木炭和木材烹饪
和取暖。推广低排放炉灶与燃料的使用将有助
于减少上述来源的污染，为更多人带来更健康
的空气。

3.4 思考粮食问题

粮食生产——足够满足需求吗？

世界人口正在经历指数增长，如何在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同时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并可持续地
管理世界有限的耕地，是21 世纪最重要的挑
战。到2050 年，全球大约要养活100 亿人口，
这意味着未来80 年的全球粮食产量必须超过此
前人类历史的粮食产量总和（Smith 2018）。

亚太地区是重要粮食产区，但是粮食产量却在
下降（Taniguchi 等2017）。合成肥料的使用
提升了全球农业生产（Erisman 等 2008），
但是同时造成蓝藻爆发和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
环境退化问题（见3.2 节）。气候变化也让粮
食生产更为复杂，若不采取适应措施，气候变
化将威胁南亚和南部非洲多种重要作物的生产
（Lobell 等2008）。

粮食生产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如何在降低农
业对杀虫剂依赖性的同时有效防控作物病虫
害。有些杀虫剂会在环境中累积，进入食物
链（Carvalho 2017），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
风险（Han 等 2018）。此外，近期有证据表
明，新烟碱类等杀虫剂会对蜜蜂（Rundlöf 等
2015） 及 食 虫 鸟 类（Hallmann 等2014） 等
非靶标物种造成负面影响，从而威胁生物多样
性。

养活全球人口的新兴战略

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粮食增产压力与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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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供暖
及烹饪

查看炉灶和供暖器
的能效等级，避免
使用木炭和木材烹
饪 / 取暖

废物管理

将（有机）废物和
排放降至最低，循
环 使 用 非 有 机 废
物，不焚烧垃圾

公共交通

尽可能使用公共交
通，减少以轿车代
步，通过骑行或走
路锻炼身体并保护
环境

节约能源

灯具和电器不用时
及时关闭，有条件
时使用太阳能作为
家庭能源

呼吁改变

呼吁领导人做出更
好决策，例如出台
空 气 质 量 指 导 方
针、规划更多城市
步道、改善公共交
通等

个人能通过以下行为协助减少空气污染：

环境署“生命呼吸”（BreatheLife）运动
http://breathelife2030.org 

图22  解决空气污染的个人行动

来源：http://breathelife2030.org 

增，亟需创新应对措施。创新的粮食生产战略
包括推广一系列可持续耕作方法。以再生农
业为例，通过一系列做法同步实现改善土壤健
康、加强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农业利润率。再生
农业体系给农民带来的玉米种植利润增幅最高
可达78%，同时将病虫害降至原有水平的10%
（LaCanne 和Lundgren 2018）。 作 为 合 成
杀虫剂的替代方法，采用化学信息素进行虫害
防控的做法越来越受到青睐（专栏12）。化

学信息素是昆虫和作物产生的天然化合物，
能够用于诱捕害虫或干扰害虫行为（Norin 
2007）。基因编辑粮食作物的培育也正在
探索之中，已经通过基因编辑培育出耐旱和
/ 或耐涝的一些作物新品种，能有效适应气
候变化，还有一些新品种具有更高的营养价
值。尽管科学界尚未就基因编辑作物的安全
性达成一致意见（Hilbeck 等2015），但有
证据表明种植基因编辑作物使农民的利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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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共同对抗作物病虫害的盟友

椰子是东南亚的重要作物，对当地经济有重要贡
献。近年来，菲律宾椰子种植园发生了大规模椰蚧
壳 虫（ 学 名：Aspidiotus rigidus） 虫 害（Watson
等2015）。感染虫害的椰树结出的椰子汁水发酸，
果肉变薄。防控措施之一是由树干注射新烟碱类杀
虫剂。由于新烟碱类杀虫剂对于非靶标物种的负面
影响（见3.4 节），亟需更绿色环保的替代措施，

其中之一是使用生物控制媒介——椰蚧壳虫的天敌。近来在菲律宾南他加禄大区发现了一种
寄生蜂，会在椰蚧壳成虫体内产卵并孵化（Almarinez 等 2015）。这种新物种的学名定为
Comperiella calauanica（巨角跳小蜂的一种）（Barrion 等 2016），也许能在椰蚧壳虫虫
害管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Comperiella calauanica（图中黑色昆虫）正将卵插入椰蚧壳虫（图中黄白色的蚧壳昆虫）体内。
比例尺 = 0.30 mm

来源：Billy Joel Almarinez 博士，菲律宾德拉萨大学

高了68%、粮食产量提高了22%、杀虫剂使用
则减少了37%（Klümper 和Qaim 2014）。

粮食安全关系到每个人

粮食安全是指洁净、安全、价格合理的粮食的可
得 性（Pinstrup-Andersen 2009）。 尽 管 有 关
粮食安全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全球和国家层面，但
其实每个人都能为实现不以环境为代价的粮食安
全尽自己的力量。最容易的做法是尽可能减少

食品及包装的浪费。选择蔬菜比例更高的健康
饮食将有助于大大减少粮食生产（特别是肉类
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Tilman 和Clark 
2014 ；Baroni 等 2007）。你可以在自家后院
种植蔬菜或参与城市农业活动，从而轻松扩大
获取蔬菜的途径（方框13）。自己种菜不仅是
一项有趣的爱好，吃不完的蔬菜还可以卖掉，
也许能让你从中获利。自己种菜还能确保你食
用的是品质安全的蔬菜。另一个简单做法是购
买本地农产品，因为这些农产品在包装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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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3：何不尝试城市农业？

城市农业是指在城市内部和周边养殖动物并种植作
物。将农村地区及进口的粮食供应并配送到城市地
区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城市农业对于增强城市粮
食安全有重要作用。香港在城市农业领域取得了
突出成绩。这片仅1060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生
活着500 万人口，仅用10% 的土地生产出本地消
费的45% 的新鲜蔬菜、15% 的猪肉和68% 的鸡肉
（Yeung 2018）。 城 市 农 业 的 形 式 多 种 多 样， 既

有像香港这样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也有小规模的社区菜园，甚至是公寓阳台和后院的菜
园。自己种菜有助于节省家庭开支并改善周围环境质量。

在屋顶菜园培育生菜的城市农业示范点

来源：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出版社

方面所需的投入更少。这些人人都能轻松完成的
简单做法将为环境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3.5 废物：坏习惯

废物泛指一切丢弃不用的东西。废物管理不当
影响着环境、经济和人类福祉（世界银行集团 
2012）。废物有可能成为土壤污染、水污染和
空气污染的来源（图23）。废物还会加剧登革
热、疟疾和呼吸系统疾病在社区中的出现或传
播。

每年丢弃的城市固体废物（MSW）约有20
亿 吨（UNEP 和ISWA 2015）。 亚 太 地 区 的
家庭生活垃圾占世界城市固体废物总量的
43%，相当于平均每人每天产生1.4 公斤废
物。随着城市固体废物越来越多，亚太地区
正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塑料废弃物、电
子废弃物和餐厨垃圾等新兴废物流方面存在
众多问题。然而，废物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我们需要找到废物的合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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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土地 甲烷及
二氧化碳

地下水
污染

地表水
污染

土壤污染
垃圾山

图23  废物管理不当及其相关危害

塑料废弃物
管理不当的塑料正在围攻我们！

是不是说塑料就不好呢？并非如此。正如萨古
鲁（Sadhguru）所言，“塑料是人类创造的一
种神奇材料！问题不在于塑料，而在于人类不
负责任的行为。”

塑料无处不在！看看你身边——你能找出一

件不含塑料的物品吗？塑料的耐久性正是它
广受青睐的原因（Hammer 等 2012），但
也是它成为海洋和土壤主要污染物的原因
之一。塑料在许多产品中大量使用并且是
产品包装的首选材料，因此过去几十年塑
料废弃物迅速增长，仅2016 年就高达3.3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SG0TusOtc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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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吨， 其 中60% 来 自 亚 太 地 区 的 五 个 国 家
（Bloomberg 2018）。

塑料废弃物管理不当给人类健康福祉带来有
害影响。塑料废弃物的不当处理或焚烧对人
类健康有害。由于塑料在焚烧过程会释放有毒
物质，塑料焚烧点附近的居民可能罹患皮肤
腐蚀、吸入性损伤和眼损伤等疾病（Lithner 
2011）。

讨厌的塑料最终进入海产品

悄声无息、体积微小、几乎隐形的微塑料正

通过海产品供应链扩散到我们的食物链之
中（ 图24；Bhargava 等 2018；Seltenrich 
2015）。海产品是亚太地区居民饮食的关
键组成部分（见2.4 节），但很可能也是人
类接触微塑料和重金属及持续性有机污染物
等有毒化合物的直接原因。马来西亚的一项
研究证明，人们每年仅通过食用鱼干类制
品 摄 入 的 微 塑 料 就 高 达246 片（Johnston 
2017；Karami 等 2017）！ 因 此， 有 必 要
密切关注亚太地区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塑料
影响着海洋生物多样性、水质及我们的食
物——现在就该采取紧急行动，否则我们在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摆脱这些塑料。

专栏14：微小的塑料怎样进入土壤

视频链接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
stories/story/plastic-planet-how-tiny-plastic-
particles-are-polluting-our-soil

土壤中的聚丙烯酸纤维。

图片来源：Anderson Abel de Souza Mach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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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塑料废弃物

为抗击塑料废弃物，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禁
塑令”或对塑料袋和塑料餐具征税，以此减少塑
料垃圾（UNEP 2016）。近期，中国也已经禁
止进口塑料废弃物，倒逼其他国家解决自身的
塑料废弃物问题。塑料废弃物的技术解决方案也
得到持续开发和探索，包括生物塑料、将塑料转
化为燃料或者木塑复合材料或碳纳米管等高附
加 值 产 品（Najafi 2013；Bazargan 和Gordon 
2012）。我们每个人都能通过减少自己的塑料
使用，在促使市场改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能否成为负责任的消费者，不使用塑料吸管
和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扪心自问：你真的
需要外卖食物附带的塑料餐具吗？我们必须立刻
反思并行动起来，否则我们的环境和福祉将受到
不可逆转的伤害。

电子废弃物：手机寿命应该更长！

你多久换一次新手机？旧手机怎么处理？手机、
电脑、电视机和打印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急剧增
加（图25），但是电子产品的寿命越来越短，由
此产生大量电子废弃物，又称电子垃圾。

图24 微塑料通过海产品供应链进入我们的食物链。
观看视频获取更多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b7tbfjYu3o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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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5：大量充分利用塑料制品的简易方法！

印度的工程师将薯片包装、巧克力包装、塑料袋、塑料瓶和瓶盖等塑料废弃物进行粉碎，然
后作为沥青替代物用于道路建设。这种方法能重复利用塑料废弃物，将其转化为有用的建设
材料。

趣味视频：《告别塑料》

http://web.unep.org/environmentassembly/beat-pollution/

视频链接

消灭电子废弃物

全球每年产生4470 万吨电子废弃物，其中亚太地
区是最大的来源之一。电子废弃物含有对环境有害
的重金属，因此需要进行妥善处理。不过电子废弃
物也含有具有经济价值的稀有金属，但仅有一小部
分电子废弃物得到正规回收，大量电子废弃物丢弃
在垃圾填埋场或进行焚烧，造成严重的健康和环境
问题（Zeng 等 2016；Song 等 2015）。

电 子 废 弃 物 在 焚 烧 过 程 中 释 放 出 有 毒 金 属
（如铅）及化学物质，进入空气、土壤和水
（Sepúlveda 等 2010）。 由 于 回 收 行 业 中 许
多妇女从事电子废弃物中贵金属的提取，在
此过程中会接触到有毒物质，因此妇女受电
子废弃物影响尤为严重（图26；McAllister 等
2014）。回收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物质可能引
发自发性流产、死产、早产和基因损伤等严重
疾病（Grant 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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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亿部
2012 年共制造了 16 亿
部手机。电子产品中含
有砷、铅、溴化阻燃剂

等有毒化学物质。

18 个月
美国人平均 18 个月

换一次手机。

60% 丢弃
全球 60% 的电子废

弃物丢弃在垃圾填埋
场，释放出有毒金属

进入环境。

30% 流失
即使电子设备得到回
收利用，大量有价值
的材料也无法回收。

图25 手机寿命应该更长！

来源：iFixit.org

图26 印度非正规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中的孩子和妇女

来源：Sadia So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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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

手机

维修

回收

出售

电池

元件

机壳

电池
不锈钢

珠宝
电子元件

交通路标
塑料栅栏
汽车保险杠

电子废弃物的处理应当严格依据政府规定开
展，回收处理商应当努力保护当地社区不受影
响。电气与电子工程企业应当下大力气延长产
品生命周期（图27）。

餐厨垃圾
快减少餐厨垃圾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FAO） 指 出， 人 类 生 产 的
食品中约三分之一被浪费了（FAO 2018）。
聚会或自助餐时，你拿的食物是否多得吃不
完？你是否将食品放在冰箱，直到要扔了才想

起来？你浪费了多少食物？饥饿和粮食安全
是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目前全球有76 亿人
口，到2050 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加至98 亿
（UNDESA 2017）。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养活
世界上忍饥挨饿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减少
餐厨垃圾是否能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你浪费的食物也许能养活饥民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人会因为没有
做到“光盘”而受到责备？有多少次父母告
诉我们别拿太多食物，注意饮食习惯？你是
否还记得父母说有的孩子巴不得能吃到你剩

包装
报纸
纸盒
鸡蛋盒

图27  手机寿命应该更长！

来源：tunza.eco-gener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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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忘记冰箱中的剩菜（4000 人接受调查）

的受访者烹饪过量食物（4000 人接受调查）

的全球人口正在挨饿或营养不良

下的饭菜，让你感到羞愧？对于食物浪费现
状，上述提醒无疑很有必要（图28）。我们能
做些什么？

尽量减少食物浪费的第一步是改正原有习惯。
别饿着肚子去买菜，别看见想吃的就买。规划
三餐，只买所需的食物。去餐馆时，和朋友分
享彼此的食物，这样不仅能尝到不同菜肴，还
能减少食物浪费！尽量减少自己浪费的食物还
能帮你省钱！

杜绝浪费

亚太地区对避免和减少浪费未给予足够重
视。我们如何协助废弃物管理？参与公众教
育活动并配合废弃物管理实践就是良好开
端。好好遵循居住地的垃圾分类原则，在家
中、办公室和其他公共及私人场所进行垃圾
分类，就能有效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处理。践
行回收与重复利用，发挥你的创意吧！    

图28  食物浪费和饥饿人口

来源：https://www.asiaone.com/asia/80-households-asia-pacific-regularly-waste-food-home-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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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6：食品交易所

印度斋普尔的“食品交易所”餐厅里，食物的价格在大屏幕上不断变化，就像股票交易所一
样。这一理念基于不断变化的食物需求。我们是否能将类似的降价原理应用在临近过期但依
然可以安全食用的蔬菜或者咖喱上？你愿意购买这样的食品吗？这个例子是否引发你的思
考？

专栏17：新加坡餐厨垃圾“消化器”

2017 年8 月，新加坡绿苑小学（Greendale Primary School）启动了减少餐厨垃圾项目，每
次用餐后收集餐厨垃圾并称重，然后倒入餐厨垃圾“消化器”中，利用微生物将餐厨垃圾转化
为肥料，用来给学校的花园施肥。此外，餐厅工作人员还会询问学生是否要小份饭菜，此举
将每日餐厨垃圾从17.9 公斤减少到10 公斤以下。

http://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food-waste-food-for-thought-for-students

3.6 零污染是未来之路

 当今，技术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更多更大
的便利，以此为保障人类福祉带来无限的可能
与惠益。但是这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将生命
置于险境。此外，从全球变暖、污染、极端天
气事件频发和资源枯竭来看，技术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已经达到警戒水平。当前，我们的水资
源、大气和粮食都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
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化继续发展，产生的废物
越来越多。

 尽管技术仍存在诸多缺陷，但仍然是我们在
追求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同盟。减少排
放的清洁科技、创新耕作方式、最先进的废
物管理设施正在为社会提供更好的选项。技
术研究和开发工作正在进行，旨在改善技术
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应用，并减少技术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但是守护我们的环境，需要
严格的法律、社会责任感和技术创新同时就
位。各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关系
到我们是否能继续享受清洁水源、新鲜空气
和优质食品。社会需要技术，也需要自然，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必须制定并落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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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8：印度尼西亚公交车乘客用塑料废弃物付车钱

3 个旧塑料瓶换一张公交车票。

https://asiancorrespondent.com/2018/05/in-indonesia-commuters-pay-for-the-bus-with-plastic-waste/

过优化的解决方案和替代性措施。我们珍视自
然、通过回收节约资源等个人选择与决定也具
有重要积极作用，因为个人意识将汇聚成改善
技术应用与环境保护的集体努力。

复原力和可持续性具有关键作用，协助人类适
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第四章将探讨由社区和国
家项目探索得出的多种环境问题潜在解决方
案。

• 塑料在聪明人手中是神奇的材料。你是聪明人吗？尽可能回收利用塑料产品，避免使用
一次性塑料餐具，如一次性餐盘、塑料杯、塑料瓶、塑料餐具以及塑料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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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减量

再利用

拒绝维修

图29 减少废弃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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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变世界中的
可持续性和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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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亚太地区城
市 人 口 预 计 将 翻 一
番（UN 2018）

充足的公共交通和可再生
能源让空气更洁净、排放
更少

1880 年以来全球气温
上 升 幅 度（Pachauri
等 2014）

绿地得到保护，以减少洪
涝和城市热岛效应，保障
清洁充足的水资源供应

建筑更少，河流和其他易
受自然灾害地区附近的空
地更多

复原力（Resilience）
名词
适应困难并从中复原的能力

4.1 适应变化

在第三章中，我们深入了解了亚太地区面临的
环境挑战。当前城市和地方社区的行动将影响
着未来20 年、30 年甚至半个多世纪，因此我
们必须保证在社区中点滴贯彻复原力和可持续
性，以保障未来的世代也能享受和我们同等（甚
至更好）的环境和生活质量。亚太地区农村人

口向城市的迁徙持续加速，未来人口增长预
计将集中在城市地区（见图30）。

随着数以百万计人口前往城市寻找工作和其
他机会，城市将持续扩张。地球夜间的卫星
图像（图31）显示城市地区已经改变地球，
“ 点 亮 了 黑 夜”。 到2025 年， 世 界 最 大 的
十个大都市区中将有七个位于亚洲，到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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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欧洲
拉美和加勒比海
北美
亚太

单
位
：10

亿

图30  1980 年、2010 年和2050 年的城市人口

来源：UN 2014 

年，亚太地区城市人口预计将从20 亿增长至30
多亿（UN 2014）。

城市化进程也给亚太地区许多农村地区带来人
口减少和老龄化等挑战，可能对地方劳动力市
场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全球和地
方层面的气候变化导致更多气候相关灾害、气
温和海平面上升、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枯竭。
显而易见，在这些挑战面前，亚太地区必须采
取行动保障环境与社会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

本章重点介绍当前在城镇中可行的复原力和
可持续性具体措施，有助于保障我们的社区
和未来世代有能力应对亚太地区的挑战。4.2
和4.3 节探讨建设城镇对于气候相关灾害和升
温的复原力，4.4 节涵盖人造环境中的可行措
施，以应对有限的化石能源、土地和水等自
然资源。方框19 总结了本章涉及的关键问题
和特定措施及其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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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亚太地区夜间灯光图像

来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线性扫描业务系统（DMSP-OLS）卫星

4.2 懂灾则无灾

瓢泼大雨，不可掉以轻心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相
关灾害（特别是气候变化相关灾害）频率持续
上升，其中最常见的是洪涝（图32）和干旱
（Munang 等 2015）。 亚 太 地 区 极 端 天 气 事
件数量居全球首位（Guha-Sapir 等 2016），
而且由于气候变化，整个亚太地区极端天气

事 件 的 频 率、 强 度 和 影 响 都 在 增 加（IPCC 
2014）。上述状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采
取行动确保城镇做好应对气候灾害的更充分
准备，也必须采取前瞻性主动策略应对问题
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 化 专 门 委 员 会（IPCC） 最 新 报 告 指 出 了
一 些 关 键 措 施， 包 括 基 于 生 态 系 统 的 减 灾
行 动、“ 气 候 智 能 型”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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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9 第四章重点

        本章探讨的问题                                            增强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特定措施

气候灾害增多
1.   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行动
2.   气候智能型土地利用规划
3.   高科技自然灾害监测与响应体系
4.   地方和网络社区的备灾措施

气温和海平面上升
1.   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
2.   城市绿化
3.   国际城市合作

有限的自然资源
1. 可再生能源
2. 节能建筑
3. 可持续的交通运输体系
4. 有效的城乡联系（如城市与城市周

边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持）

落实更好的灾害监测与早期预警体系（IPCC 
2014）。家庭、地方政府和社区甚至网络社
区的行动对于减少人们在气候自然灾害面前的
脆弱性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还可以努力
减少当前温室气体排放，以限制未来的气候变
化。

自然生态系统：我们的减灾盟友

自然生态系统在保护我们的城镇不受气候自
然灾害侵袭中发挥着多种重要作用。例如，
森林和其他绿地能吸收渗入土壤的大量降
水，由此减少洪涝（详见2.2 节），还能预防
水土流失，由此减少滑坡。红树林和沿海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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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16 年台风“象神”袭击菲律宾后随之而来的洪涝

来源：Erlinda C. Creencia，菲律宾圣罗莎城

地能削弱风暴潮、海啸和海平面上升造成的影
响，保护城镇和沿岸基础设施。正是因为生态
系统的这些自然惠益，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近
年来已成为热点话题。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实
践包括保护现有的自然生态系统、植树造林、
新增城市绿地等活动，最大程度发挥生态系统
减缓气候灾害的潜力。与堤坝、海塘等人造传
统基础设施不同，基于生态系统的减灾措施还
能保护地方生态多样性，在平时为居民提供
许多环境惠益，如削弱城市热岛效应等（4.3
节）。 

减灾工具

联合国《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
架》是关于2030 年前减灾工作的国际协议，
指出缺乏规划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是灾害风险
上升的潜在原因（UNGA 2015）。因此，为
确保城市具备气候复原力（即适应所在地区
当前和未来的气候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已
经开始将气候风险评估纳入城市规划进程。
例如，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和气候
模型，能够模拟人类和基础设施在未来土地
利用的不同变化和气候情境下面临的气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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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图33），并协助城市规划者避免在易受灾
地区进行进一步开发建设，或至少采取措施减
少这些区域的灾害风险。

不幸的是，要预防所有气候灾害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们正在开发并利用高科技监测体系来
协助处理往往是意料之外的复杂情况。例如，
2011 年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灾
害”后，由于辐射风险，低空飞机无法在福岛

核电厂区域飞行，此时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JAXA）提供的卫星图像就成了评估
福岛核电厂周围受灾情况的最佳手段之一。

携手减灾

家庭和社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增强面对自然
灾害的复原力。例如，家庭在建造房屋前可
以选择更高的宅基地，或是将房屋建在支撑

当前土地利用 未来土地利用？

图33  模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对洪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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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以此减少对于洪灾的风险暴露。社区
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倡议保护当地生态系统或
本地城市绿地，或开展洪水疏散演习等备灾培
训。通过网络社区和众筹互动，世界各地的人
们现在有能力参与减少灾害风险和灾后恢复工
作。例如，人道主义机构“开放街景地图”
（OpenStreetMap）（https://www.hotosm.
org/）定期举办“地图马拉松”，志愿者通过
网络开展合作，绘制区域内受气候灾害严重影
响的建筑、道路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地图。

4.3 城市热浪及海平面上升

除气候灾害外，气候变化对城市发展的其他
影响还体现为逐渐上升的城市气温和海平面
（Hunt 和Watkiss 2011）。 气 温 升 高 是 整 个
亚太地区面临的问题，而且在城市地区尤为明
显。由于人类活动增加（如汽车尾气的热量）、
植被覆盖率低、普遍使用高吸热建筑材料（如
沥青），所以城市气温一般更高（McCarthy
等2010）。这种现象一般称为“城市热岛”。
因此，城市面临全球和地方气候变化带来的升
温。长此以往，热岛的能源需求和成本上升，
空气污染恶化，水资源可获得性和质量受到影
响，引发高温相关疾病（专栏20；Deilami 等 
2018），对城市居民造成直接的经济、社会和
健康影响。由于亚太地区超大型城市数量多，
因此城市气温上升问题尤其值得注意。

沿 海 超 大 型 城 市 还 面 临 全 球 气 温 上 升 引 发
的 另 一 大 问 题 —— 海 平 面 上 升（Prasad 等
2009）。海平面上升会导致洪涝频发，对人
造环境造成更大损失，对城市居民（特别是

最 弱 势 人 群） 的 健 康 与 福 祉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Barbier 2014）。

考虑到上述问题影响地区居民的脆弱程度也
十分重要。如图34 所示，海平面上升和风暴
潮高风险地区往往是收入较低人群及社会弱
势群体的居住地。既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
济差异也会影响居民采取缓解和适应措施从
而应对气候变化长期影响的能力。在此背景
下，我们需要增强地方社区、城市、国家和
区域的“社会资本”，以此增强人们的能力

（Sarzynski 2015）。社会资本即社区内共有
的价值观和认识，能促使社区齐心协力，支
撑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应对上述挑战。下
文将提供关于气温上升（包括热岛效应和海
平面上升）应对策略的一些案例。这些策略
能分别在地方社区、城市和国际层面得到应
用。

绿地：给社区降温并密切社区联系

保 护 或 发 展 作 为“ 乘 凉 点” 的 天 然 绿 地 有
助 于 减 轻 热 岛 效 应， 还 能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Hatvani-Kovacs 等2018）。 韩 国 大 邱 市
是通过地方努力创造大量绿地并显著减轻热
岛效应的杰出范例（详见方框21）。印尼雅
加达市的经验表明，绿地乘凉点不仅能改善
环境质量，还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碰面聊天的
舒适场所，因此能提高本地社区的沟通频率
（Murakami 等 2014）。 乘 凉 点 的 合 理 设
计还能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于社区复原
力的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如为了救灾而自
发 形 成 的 志 愿 者 团 体 等（Twigg 和Mos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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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 加尔各答

马尼拉 雅加达

城市地区

洪涝风险地区

<5m（海拔高度）
≥ 5m（海拔高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
<10 美元 / 日
≥ 10 美元 / 日
水体

图34  洪涝风险和社会及经济差距

2017）。 此 外， 天 然 乘 凉 点 有 助 于 减 少 附
近地区的能源消耗，进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Larsen 2015）。

除了利用天然乘凉点外，城市农业也日益吸引
国际广泛关注（Lwasa 和Dubbeling 2015）。
和天然乘凉点相似，城市农业区也有助于给城
市降温、改善地方环境质量、减少能源消耗、
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加强城市粮食安全。

城市绿地及其连通性管理也可以称为“绿色
基础设施”，和城市人造基础设施一样需要
公 众 的 支 持 以 及 城 市 规 划、 环 境 管 理、 社
会 福 利 等 不 同 部 门 的 相 互 合 作（ 专 栏22；
Andersson 等2014；Benedict 和McMahon 
2012）。 例 如， 日 本 横 滨 市 实 施 的 城 市 绿
化 项 目 向 每 位 市 民 征 收 约8 美 元 的 小 额 城
市 税， 用 于 支 持 与 森 林 和 农 业 保 护 以 及 城
市绿地惠益教育相关的活动（http://www.
city.yokohama.lg.jp/kankyo/midoriup/

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值（https://ngdc.noaa.gov/eog/download.html）； 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ORNL）：土地扫描（LandScan）人口网格（https://landscan.ornl.gov/）；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航天飞机雷
达地形测绘（SRTM）（https://lta.cr.usgs.gov/S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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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0：城市热岛效应与人类健康

城市气温上升不利于人类与生态系统健康。为制定应对措施，必须理解每个城市热岛的产
生原因及效应。

热岛效应导致
气温进一步升高

热浪发生频率
增加，程度加剧

空调使用
更频繁，
电力需求更高

能源体系面临
压力，供电不足
及断电几率上升

老年人等
受影响人群
缺乏制冷设施

患病几率
和死亡率上升

采用白色屋顶、
种植遮荫树木、
增加遮蔽

使用获得“能源
之星”节能认证
的电器，以此减
少非空调用电需
求

应用智能电网技
术，夏季用电高
峰时辅以太阳能
发电

提供乘凉中心，
通过家访项目了
解老年人和其他
受影响居民的情
况，做好备灾工
作

正在加剧
的效应

准备与响应
措施

（http://nca2014.globalchange.ogv/report/regions/southwest）

english/tax-fund.html）。

城市合作共促可持续性

国际城市合作能促使城市之间分享经验和技
术，是增强城市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的另一有效
途径。国际城市合作能促进城市绿化，增加社
会资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城市活动造
成的环境影响，同时维持城市经济活动，因此

能推动气候适应和减缓措施和政策。城市层
面的指标，即衡量城市经济或环境可持续性
的指标，可以成为促进国际城市合作的有用
工具。通过比较不同的指标数值，能理解不
同城市之间的异同，进而推动城市之间就政
策制定进行更高效切实的沟通（Uchiyama
等 2015）。除促进国际合作外，城市指标还
可用来改善城市管理。例如，城市可持续性
指数（Mori 等2015 ；Shen 等 2011）由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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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韩国 “绿色大邱项目”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韩国大邱市经历了工业
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广泛发展（Yoon 等1994）。
由于地理位置和城市高度发展，大邱的气温通常
要高于其他地区。为应对这一问题，大邱市从
1996 年开始开辟绿地，十年内实现植树1000 万
棵。截至2016 年，大邱市共植树3500 万棵，并
计划到2021 年实现植树总量5000 万棵。大邱市
的植被覆盖率由此超过60%，夏季最高温与30
年前相比降低了1.2 摄氏度。

如下图所示，城市森林面积的扩大能有效
减少热岛效应。

改善健康与福祉

两棵中型树木能产生一人
一年所需的氧气。

增强经济活力

大型树木能促使房地产价值
提高 5-15%，出租价格提高
7%，消费者支出增加 9-12%。

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林荫带来的地面温度降幅高
达 10-25 摄氏度。

来源：https://yoursay.tr.qld.gov.au/greenis/photos/34697
http://info.daegu.go.kr/newshome/mtnmain.php?mtnkey=articleview&mkey=scatelist&mkey2=2&aid=23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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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排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收入或财
富分布（基尼系数）等指标组成，经常用于评
估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由此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引。城市评估过程还可
以利用其他信息，包括汇总后的社区普查信息
以及由市民监测活动收集的微观层面环境和社
会经济状况信息。

4.4 采取可持续解决方案

        “为应对造成环境退化的社会经济因素, 亟
需进行经济转型，特别是要以能源和交通体系
改善及城市地区的智能绿色增长为基础。”     
——联合国环境署（UNEP 2016）        

亚太地区经济体持续快速增长，地区人口预计
将新增30 亿，都将给亚太地区有限的自然资
源带来巨大压力。亚太地区未来的竞争力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低碳转型进程及如何高效利用
自然资源。气候变化也将对亚太地区造成深远
影响。可持续发展道路包括大幅提高能效，通
过支持可再生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采
取战略性措施进行城市化及生态友好型建筑设
计，在长途交通运输中更加依赖公共交通和轨
道交通，以及改变生活方式以减轻对有限自然
资源的压力。

切实可靠的可再生能源

2015 年，全球燃料排放二氧化碳达323 亿吨
（IEA 2017），其中67% 用于发电。尽管一公
斤二氧化碳并不会比一公斤一氧化碳、甲烷和
二氧化氮造成更大的环境危害，但是由于二氧

化碳在大气中浓度过高（占每年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的80% 以上），因此成为造成气候变
化及相关灾害的主要元凶。此外，燃烧化石
燃料会释放出污染物，造成空气和水资源污
染，可能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健康与福祉造
成影响。

当前，世界总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
到13%。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指可以反复利用
或自然再生的资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
能、生物质能、垃圾能、地热能和潮汐能。

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改善能源供应
稳定性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满足日
益 增 长 的 能 源 需 求。 国 际 油 价 动 荡 和 石 油
资 源 枯 竭 对 长 期 能 源 供 应 造 成 压 力。 亚 太
地 区 化 石 燃 料 资 源 分 布 不 均， 但 每 个 亚 太
国家至少拥有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
（ 见 图35）。 仅 尼 泊 尔 的 水 力 发 电 潜 能 就
高达83000 兆瓦。即便尼泊尔本国能源需求
每年增长10%，到2025 年也仅为3500 兆瓦
（Shukla 等 2017）。 此 外， 东 南 亚 的 太 阳
能潜力是北欧的两倍。对于印度等许多国家
来说，通过屋顶太阳能发电满足生活用电需
求不仅成本效益高，而且能在5-15 年时间里
节省家庭开支。增加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
以及更清洁且可持续技术的创新对亚太地区
满足未来能源需求大有裨益。此外，在家庭
层面上，增强节能意识将显著协助家庭利用
有限资源、保障家庭能源安全并减少对化石
燃料的依赖。在社区层面上，利用可再生能
源的社区微电网将有助于保障个人、社区和
国家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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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亚太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地图（太阳能：左图；风能：右图；IRENA 2017）

亚洲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如图36 所示。实
际成本受到许多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和选址
等）的影响，因此图中显示的是成本范围（红
色虚线代表煤电成本范围）。有意思的是，仅
有集中式太阳能热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海
上风电成本高于煤电。目前，亚太地区成本最
低的可再生能源是水力发电（图36），与此
同时，随着陆上风电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及设
备、运营和维护成本的降低，陆上风电的竞争
力正在提高。太阳能光伏发电也表现出同样的
趋势。

推进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应当实施稳定的政策和
明确的监管流程。一般认为，前后不一、复杂
而难以预测的政策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最
大障碍。政府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路线图能显著
提高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吸引力。

此 外， 根 据《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UNFCCC）达成的《巴黎协定》的主要目
标是将本世纪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
过工业化前水平2 摄氏度的范围以内。当前可
再生能源的投资总额依然低于达成上述目标
预期所需的投资。除采用赠款等传统金融工
具外，多国政府已经开始采用风险化解工具
并提供初期融资，以促进私营部门投资。这
些新的融资机制有助于鼓励不同利益攸关方
进行投资，促成多种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

 能源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备明日之需！

高能效住宅不仅能节约开支，还有助于减少
加剧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住宅和
电器能效将节省照明、制冷、制暖和使用其
他家电的电费。工商业也存在类似的减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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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亚洲不同发电技术的平准化成本，红色虚线表示煤电成本范围

源相关排放和运营成本的机会。在矿业、农
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产业提高工商活
动能效，将实现显著的积极环境成果和资金节
约。

和能源效率类似，亚太地区工商业在水资源利
用效率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从而减少当前成本
并促进淡水资源的可持续消费。我们消费的大
部分物品都需要淡水资源来生产，从食用的肉
类到装饮料的铝罐——生产一个易拉罐就需要
20 升水。相比之下，我们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似
乎微不足道，但节约用水有助于提高我们关于
宝贵水资源的知识和节约意识。节约生活用水
有助于减少家庭每月日常开支，同时保护我们
珍贵的水资源。

清凉住宅很酷！

建 筑 能 耗 占 全 球 总 能 耗 的40%， 其 二 氧 化
碳排放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0%（Zang 和
Cooke 2010）。若不采取行动，到2050 年该
比例将增长至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这是由
于建筑较长的寿命周期对能耗有“锁定效应”
（WBCSD 2018）。

建筑设计影响着住宅的水资源与能源利用效
率。如图37 所示，有许多实现家庭节能的简
易方法。供暖与制冷需求是建筑能耗的首要
原 因（Ürge-Vorsatz 2015）。 除 一 系 列 可
用于提高能效的绿色技术外，建筑设计准则
也在亚太地区得到持续落实。可持续建筑所
需的额外建设成本并不高，而且可持续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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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费用比传统建筑低，因此能收回初始成本
（Weerasinghe 2017）。

澳 大 利 亚 的 乔 什 住 宅（Josh’s House） 是
可 持 续 建 筑 设 计 的 范 例。 乔 什· 巴 恩（Josh 
Byrne）是一位环境科学家，也是澳大利亚广
播公司（ABC）电视台知名园艺节目主持人。
他积极向公众展示自己如何一步步建造自己的
家，即“乔什住宅”。这栋住宅不需要空调或
暖气，可自行发电，还能收集并循环使用水资
源。乔什住宅在澳大利亚“全国住宅能效评级
体 系 ”（Nationwide House Energy Rating 
Scheme）中达到了十星。（Joshhouse.com.
au）

可持续建筑：一项长期投资

住宅设计阶段选择的材料种类将影响其长期可
持续性。建筑选材对于节能、增强对气候事件
的复原力和改善建筑舒适度有重要意义。选择
改造再用产品或回收产品将显著减少住宅的碳
足迹和建造成本。

被动式设计依靠气候让建筑维持在舒适温度（专
栏22）。被动式设计理念不仅能有效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还能大幅降低供暖与制冷支出。被
动式设计理念能提高建筑能效。通过确定建筑
的适当朝向，尽量减少每日最热时段内的直射
阳光，以及安装隔热层、双层玻璃窗、节能供
暖与制冷系统，可以在建筑寿命期间节约大量
能源。

被动式建筑解决方案需要适应所在国家的当地

气候。除了采用被动式住宅设计并利用改造
现有建筑的机会采用可持续设计理念之外，
监测建筑运营情况也很重要。最简单的方法
之一是通过电费和住宅居民的热舒适度来监
测能源使用情况。

你的日常出行可持续吗？

交通部门作为当今能源强度最高的产业之一
也能做出改变。2015 年，交通能耗占世界能
耗总量的29%（IEA 2018），平均每人每天
耗油约1.1 升。在排放方面，交通部门主要温
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77.378
亿吨（IEA 2017）。除此之外，还有污染造
成的人类健康损害和其他损失。令人担忧的
是，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日常出行距
离也越来越长，机动化交通已成为我们日常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图38）。因此，
交通对气候、能源安全、健康甚至获取基础
服务都产生威胁。

交通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
幸见证了化石燃料替代能源汽车的发展，例
如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生物燃料汽
车、燃料电池汽车和天然气汽车（Lopez 等 
2018）。然而，根本问题在于对私人汽车的
依赖日益增加。在发达国家，私人汽车占客
运比例的一半以上。在发展中国家，私人汽
车和公共交通几乎平分秋色。随着发展中国
家收入水平提高，私人汽车使用预计将进一
步增长。

亚洲摩托车交通量极大，因此有必要探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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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提高住宅可持续性的众多方法

https://joshshouse.com.au/videos/series-1-the-build/

视频链接

托车交通。在东南亚，两轮或三轮摩托车占
道路车辆的60-90%（IEA 2018），以125cc
排量范围的摩托车为主。依据越南的一项案
例研究（Bray 和Holyoak 2015），摩托车
受到青睐的原因在于其灵活性高、出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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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短及购买成本适中。据伊朗的一项案例研究
（Hassani 和Hosseini 2016）估算，摩托车的
百公里油耗平均比轿车低78%。然而，该研究
还发现，摩托车平均每公里排放的一氧化碳和
未燃烃分别是轿车排放量的250% 和130%，氮
氧化物排放为轿车的87%。如果只看摩托车的
购买和运营成本，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如果加
上摩托车的社会影响就值得我们三思。

交通问题既是技术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多
少人愿意搭乘公交车、火车甚至骑自行车或
步行去上班？乘公交车上班能使出行的每公
里排放量减少99% 之多。新加坡是交通领域
的杰出范例。新加坡下大力气控制私人汽车
保有率，并保障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在
交通高峰时段，每2-3 分钟就有一趟火车进
站，每十分钟有一趟公交。为控制私人汽车

专栏22：什么是被动式住宅？

以下视频介绍了被动式住宅的基本原则。

https://player.vimeo.com/video/74294955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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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新加坡实施限购制度和电子化道路收
费措施（LTA 2017a；LTA 2017b）。新加坡的
最终目标之一是到2030 年实现所有居民住宅
步行10 分钟范围内都有火车站。此外，土地混
合开发利用成为大势所趋，即在同一区域内结
合居住、办公、休闲等多种土地用途，以减少
长途出行的需求（Banister 2008）。新加坡还
鼓励市民在市内步行、慢跑和骑行。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市全力支持新加坡率先实施的政策，
并也已出台土地混合利用开发指南，更多信息
详见此处（https://www.cityofadelaide.com.
au/planning-development/）。

互联网技术也引发交通部门有趣的新发展（图
39）。例如，共享单车已经风靡许多亚太城
市。以中国上海为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应用
租赁单车，所有交易都在线上完成。其他例子
还包括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在家办
公和网上开会、购物、约车机会。

切实做好城市规划

城市无序扩张和粗放发展已经导致宝贵自然区
域的消失。城市化正在和有限的耕地和自然区
域争地，对环境和粮食安全、水资源供应和地
方资源过度使用造成负面影响。粗放的城市化
可能造成高贫困率、高失业率和社会服务匮乏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水：生命至味

水是基本而又有限的自然资源。亚太地区城市
和城区日益扩大，大量雨水流经不透水的地

面，由此改变了水道及海湾中水流的时间、
速度和水量。水敏感型城市设计旨在通过城
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管理并防止雨水进入暴露
的水道，尽可能模仿自然水循环过程。城市
规划中的排水及雨水管理理念是关键的气候
变化适应工具，能减少洪涝灾害风险并且保
护自然水循环和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大吉朗
市 2018）。

农业灌溉占全球用水总量的70%。灌溉效率
的提高和农业用水管理的改善能增加淡水资
源的可获得性，促进发展，减少水土流失，
并有助于农业产出的增加和多样化（Wenzlau 
2013）。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将保障水资源安
全，增强我们满足越来越多人口营养需求的
能力。到2050 年亚太地区人口预计将接近50
亿，因此这点对亚太地区人口来说十分关键
（UN 2014）。

4.5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未来，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将继续发展。可持
续设计和实践必须融入保障未来世代高质量
生活的战略之中。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并
应对收入不平等、文化差异、性别问题等社
会经济挑战。例如，低收入社区往往居住在
洪涝和滑坡灾害高发地区，加剧了社区脆弱
性。文化差异也会影响城市的社会凝聚力，
并 对 灾 害 应 对 决 策 有 重 大 影 响。 对 于 性 别
问题的考虑在可持续发展转型中也有重要作
用。近期研究显示，由于传统社会分工，妇
女对于家庭能源消费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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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曼谷的交通拥堵场面

来源：《全球环境展望 6——亚太区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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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一排单车等待租赁。左：用户使用手机扫描单车后面的二维码租赁单车

来源：Lingmin Peng，同济大学

不仅如此，气候变化导致气候灾害更频发、更
剧烈，人类住区和社区必须对此具有复原力。
然而，仅仅关注技术问题还不够，因为气候变
化带来的脆弱性通常因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不
同。不幸的是，气候变化引发的移民将导致更
频繁的人口贩卖。特别易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
群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由女性养家的家庭和
在气候灾害中失去父母的儿童。把我们区分开
来的社会因素也许确实很多，但是将我们联系
在一起的共同点更多，包括我们共同生活的宝
贵地球，以及我们对生命的珍视。

水资源和粮食体系的可持续性和复原力也同
样重要。总体来说，我们每个人都能采取许
多行动来改善我们社区和生计的复原力和可
持续性。具备知识的社区能够应对变化世界
带来的挑战，繁荣昌盛，生生不息。最后一
章将展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环境问题的青年
视角，并反思青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应当采取
哪些行动，以发挥进一步影响，促成真正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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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解你的住宅对气候灾害的暴露程度——查看当地洪涝灾害地图等。
•   参与或领导当地备灾实践。
•   别开车，试试公共交通——总有一天你会喜欢上它的。
•   有意识地节水节能，节省开支的同时帮助拯救地球！

建议：

专栏23：专业小提琴手式町水晶

青年小提琴手式町水晶演奏的“海啸小提琴”由 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的废墟碎片
制成。式町水晶是一位极具韧性的年轻人，通过小提琴克服小脑发育不全的缺陷，并立志
通过音乐来推动建设社会的复原力。

该访谈特别为《全球环境展望 6——亚太区青年版》制作，包括式町水晶在探访灾区途中谱
写的《希望之路》（Road to Hope）的首次录音。敬请欣赏！

https://youtu.be/YfQB_5uCn8Y?list=PLNNslwnSnPNDIYhSgyOI8fLrc93n0RRc1

视频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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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们的目标和愿景

表4  青年眼中的2050 年

青年设想的未来： 青年不想要这样的未来：

现在是 2050 年。 现在是 2050 年。

亚太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似乎已经减缓。
我们实现了消除贫困。收入差距、性别
差距和歧视比 2020 年显著减少。所有
能源都是可再生能源。所有家庭都能自
行发电，也能处理自己产生的垃圾和废
水。

垃圾少了，有些国家甚至实现了零垃圾，

工厂养殖肉类的一种病毒发生变异，造
成一场影响广泛的疾病大流行，人类正
逐步走向灭绝。

由于两极融冰，海平面与 2020 年相比
已升高 8 米。天然森林消失了。化石燃
料所剩无几，争夺化石燃料储备控制权
的群体之间冲突频发。几年前，一伙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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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青年眼中的2050 年

因为制造商负责对其全部产品全面实施
3R 措施（减量化、重复使用、回收循环）。

国际社会奇迹般地成功禁止了包括核武
器在内的一切武器。原本用于生产武器
的资源投入到改善教育之中。

地球一半以上的土地是自然保护区，其
余地区得到“里山”认证——人和自然
可持续共生，并享受自然带来的多种惠
益。

由于全球各利益攸关方的努力，生物多
样性缓慢恢复。对肉类根据其水足迹、
碳足迹和氮足迹征税，于是美味的素食
成为常态。农业生产不再使用有毒化学
制品，因此人们再也不需要清洗蔬菜水
果了。

人们幸福而满足。
这里就是天堂。

青年设想的未来： 青年不想要这样的未来：

怖分子在全球许多顶级城市同时引爆了
核弹，这些地方变得寸草不生。

饮用水受到管制，水龙头每天只打开一
次。只有富人喝得起清洁饮用水，其余
人只能喝受到污染的水，里面含有病毒、
病原体和人们试图抗击流行病时使用的
药物残留。

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农民只能在工厂里
耕种。天气不是酷热就是倾盆大雨。洪
涝是家常便饭，随之而来的是抢劫、暴
力犯罪和社会动荡。恶心的蟑螂、苍蝇
和蚊子大量滋生，其他大部分昆虫由于
杀虫剂的使用都已灭绝。

海洋里只剩下面积比澳大利亚还大的
“大太平洋垃圾带”（又叫“垃极”），
取代了南极洲。

人们不再提起噩梦，因为我们正身处
其中，每天都生活在噩梦里。

来源：《全球环境展望 6——亚太青年版》编写团队开展的独立调查。
         ：  Mirza Nasir Baig，2016 年国际环保漫画插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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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9 月，国际社会通过了一项新愿景和一
套新的全球目标，旨在到2030 年创造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这就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及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详见本报告导言（第
六 页 ） 或：http://www.undp.org/content/
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 

在《全球环境展望6——亚太青年版》调查中，
就“哪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对解决环境问题最为
重要”这一问题，青年人选择了目标12“负责
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2 也是2015 年《全球
环境展望6——亚太区域报告》提出的地区经
济转型的关键（UNEP 2015）。实现经济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改变消费和生产产品与
资源的方式，紧急减少生态足迹。世界还有很
大一部分人口未能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在零
售和消费者层面将人均食物浪费减半，对于创
造更高效的生产和供应链也很重要，将增强粮
食安全，让我们向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经济转
型。

然而，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
的伙伴关系”是将所有其他16 个目标联系在一
起的关键因素，仅有20% 的受访青年认识到目
标17 的重要性。目标17 的内容包括能力建设，
因此，政府和民间团体应当积极致力于大幅提
高青年意识，并促进青年参与国际、地区和国
家话语体系、规划和实施工作。为此，改善技
术和知识的获取渠道非常重要。然而，一半以
上的世界人口（即40 亿人）无法使用互联网，

其中90% 来自发展中国家。让更多人能够上
网，轻松打开网络这扇连接世界与机遇的窗
户，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大有裨益！

正如第一章所述，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过程中，青年作为促成变革的活跃主体，具
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今天的青年专业人士将
成为一线决策者和榜样人物，作为未来的领
导 人、 教 育 家、 企 业 家 和 可 持 续 性 的 推 动
者，以综合创新方式应对环境挑战。

5.2 现在就行动

青年视角

如前文所述，本报告通过一项在线调查来理
解青年视角。来自亚太地区的200 多位青年
分享了他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环境现状
及 前 景 的 创 意、 观 点 和 理 解。 对 于 环 境 现
状，91% 的受访青年认为环境正在恶化（图
40）。 不 过， 令 人 鼓 舞 的 是， 面 对 环 境 挑
战，约有一半受访者感到自己有能力采取行
动（图41）。

在 调 查 中， 受 访 青 年 将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
动”和目标4“优质教育”选为对解决当前环
境问题最重要的三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下
事实体现出这些目标的紧迫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每年浪费的粮食约为13 亿吨，另一方面，有
20 亿人正在忍饥挨饿，并且营养不良。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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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同意 64%同意 27%

不同意也
不反对 7%

不同意 2%

不同意 34%

强烈反对（我可以采
取行动！） 17%

强烈同意 5%

同意 16%

不同意也
不反对 28%

图40  青年视角：环境状况正在恶化吗？没有青年强烈反对此观点。

来源：《全球环境展望——亚太青年调查》

图41  青年视角：面对环境挑战，我感到无助。

来源：《全球环境展望——亚太青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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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20 亿人肥胖或是超重。

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自1970 年以
来，自然灾害事件数量已经增加了近400%。
1901-2010 年，由于气温上升和融冰，海平面
已上升了19 厘米。

可持续发展目标4“优质教育”：全球有1.03
亿年轻人缺乏基本读写能力，其中女性占60%
以上。在发展中国家，1/4 女孩得不到学校教
育。

青年是破局者

亚太地区拥有许多成功的榜样和支持者。可以
从以下地图（图42）中了解亚太地区的成功项
目和故事。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在以上章节中，我们强调了多种环境问题及
可以采取的相应行动。所幸，调查显示，青
年朋友们已经意识到做出改变的必要性与紧
迫性。然而，为了创造真正的变革，我们还
需要做什么？

科学、企业、政策三者之间的对话是需要集
体行动的关键领域。在数字时代，年轻人不
得 不 努 力 辨 别 虚 假 信 息 和 片 面 观 点。 正 因
如 此， 我 们 必 须 推 进 具 有 科 学 依 据 的 决 策
过程。此外，众所周知，你我的力量是有限
的，没有全球大型企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变革。青年朋友，你必须发挥自己
的影响力，促使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采取行动
解决本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

你怎么看？

抽几分钟时间，分享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吧：
https://goo.gl/forms/JregH5XFblftNeGH3

调查结果将在 2019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举行的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
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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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亚太地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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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的年轻人可以在不同层面上采取行动。你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听从《全球环境展望——亚太青年版》提供的行动建议，通过以下行动加入我们的行列：
1. 在你的社区介绍这本电子书，或是在你参加的会议或研讨会中增加环境可持续     性环

节。将活动简介及照片或视频发送到 geo6-youth.asiapacific@un.org；
2. 在学校、家庭、社区开展针对特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活动，将活动简介及照片或视频

发送到 geo6-youth.asiapacific@un.org；
3. 参 与“ 青 年 赋 权：2018-2019 国 际 环 保 漫 画 插 画 大 赛”， 详 见：http://cartoon.

chinadaily.com.cn/zhuanti/dasai/2018/dongtaiview.shtml?id=1860 
4.  分享你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看法并支持目标宣传活动，抽几分钟时间参与调查，分享

你的创意：https://goo.gl/forms/JregH5XFblftNeGH3

富有创意的亚太地区活动参与者将受邀参加在中国上海同济大学举办 2019-2020 年世界环
境日大会，与全球青年领袖进行分享与交流。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各国政府实施强有力
的政策，采取果断的环境行动，而我们青年应
当积极支持这些措施。各国政府必须高效发挥
现有职能，青年则可以协助政府借助大众科学
和大众新闻活动开展有效的环境评估和监测。
公众参与往往能缓解冲突，催生更多创意和解
决方案。

此外，青年还能通过关注自身消费和服务，对
企业发挥影响。如果我们对重要环境问题有全
面深入的理解，我们一定终将做出对地球和未
来世代来说正确的决定。

关于青年可采取的具体行动细节，详见“懒人
的救世指南”。

5.3 “成为你想看到的改变”

当前，环境正在恶化并面临许多挑战。成千上万
年来，地球与人类的关系美妙而又充满生机。但
是长久以来人类耗尽了地球的某些资源，对地球
状况造成显著影响。目前看来，一切似乎不可避
免走向终点，但我们尚未完全失败。让我们抓住
时机，实现人类历史上最紧迫的转折，共同努
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但是家庭、社区、地方、国家、区域及全球
层面的合作将产生重大影响，带来美妙成果。轮
到我们了，让我们齐心协力，实现目标！

本报告到此结束。我们很享受编写报告的过程，
也希望你喜欢本报告。请把消息传出去！

《全球环境展望6——亚太青年版》编写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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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

中国上海同济大学
自 2011 年起，每逢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新华
社和北京绿色未来环境基金会都会联合主办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旨在为年
轻人提供在国际舞台上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发声的机会。

免费注册，参加 2019 年 6 月 10-14 日举行的 2019 国际学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
地点：中国上海同济大学
时间：2019 年 6 月 10-14 日
联系方式：unep_tongji@tongji.edu.cn
大会网站：http://unep-iesd.tongji.edu.cn/
（2018-2019）

国际环保漫画插画大赛

国际环保漫画插画大赛主题为“青年赋权 / 青年人在行动”。参赛漫画或插画作品须围
绕该主题。大赛亦接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作品参赛。

主办方：中国日报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新
闻漫画研究会、同济大学

大赛网址：http://unep-iesd.tongji.edu.cn/index.php?classid=169&newsid=3043&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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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球的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资源，保障人类健康与福祉。土地、淡水、沿海与海洋、 城
市等四大系统是支持可持续社区、保障自然资源安全、减缓气候变化、获取巨大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
图 5  植树造林是吸收大气中过量二氧化碳的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实现可持续安全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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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应的关键。
图 6  淡水系统具有多种生态系统功能，如调节水量和水质、维系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生理过
程平衡（Grizzetti 等 2016；Sandin 和 Solimini 2009）。这些淡水系统提供一系列与人类生存直接
或间接相关的生态效益。
图 7  2000-2015 年，亚太地区城市、农村及总人口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情况与趋势（UNICEF 
2017）
图 8 主要农产品的水足迹概览
图 9  湿地是重要的栖息地，对人类也具有多种生态价值（Gregg 和 Wheeler 2018 ；ADB 2016），
特别是发挥重要的天然调节洪水的功能（Kadykalo 和 Findlay 2016）。洪水暴涨时，湿地可以像海
绵一样储纳洪水，是天然的蓄洪水库（Kusler 和 Riexinger 1986）。
图 10  主要沿海与海洋系统为人类带来的生态惠益及其现状与主要威胁概览
图 11  亚太地区四个地点对减贫三要素的相对贡献
图 12  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 14“水下生物”的各项具体目标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效益
图 13  城市系统也许看似人造，却能在保持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图所示，城
市能给居民带来大量生态惠益。
图 14  振 奋 人 心 的 水 獭！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有 着 顺 滑 皮 毛 的 水 獭（ 学 名：Lutrogale 
perspicillata）在新加坡消失，人们一度认为当地水獭已经灭绝。然而，九十年代起水獭的身影在湿
地中重现。2007 年以来，这些水獭已经迁徙至城市地区，例如实龙岗水库和榜鹅水库，还有滨海湾
和樟宜机场这类高度城市化的地点。这些城市地区为水獭提供了健康的鱼群以及安全、适宜、不受
人类活动干扰的巢穴地点。
图 15 探索生态系统如何帮助沿海地区居民适应气候变化，并进一步了解基于沿海生态系统的适应过
程
图 16  受到威胁的生命
图 17  亚太地区用水趋势。来源：UNEP 2016
图 18  环礁的可持续用水模式（右）与不可持续用水模式（左）对比
图 19  水循环与奥运会
图 20  气态污染物及其对人类的有害影响
图 21  亚太地区部分国家 PM2.5 年均水平
图 22  解决空气污染的个人行动
图 23  废物管理不当及其相关危害
图 24 微塑料通过海产品供应链进入我们的食物链。观看视频获取更多信息。
图 25 手机寿命应该更长！
图 26  印度非正规电子垃圾回收产业中的孩子和妇女
图 27  手机寿命应该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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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食物浪费和饥饿人口
图 29 减少废弃物的方法
图 30  1980 年、2010 年和 2050 年的城市人口
图 31  亚太地区夜间灯光图像
图 32  2016 年台风“象神”袭击菲律宾后随之而来的洪涝
图 33  模拟未来土地利用变化对洪涝的影响 
图 34  洪涝风险和社会及经济差距
图 35  亚太地区可再生能源资源地图（太阳能：左图；风能：右图；IRENA 2017）
图 36  亚洲不同发电技术的平准化成本，红色虚线表示煤电成本范围。
图 37  提高住宅可持续性的众多方法
图 38 曼谷的交通拥堵场面
图 39 一排单车等待租赁。左：用户使用手机扫描单车后面的二维码租赁单车
图 40  青年视角：环境状况正在恶化吗？没有青年强烈反对此观点。
图 41  青年视角：面对环境挑战，我感到无助。
图 42  亚太地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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