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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参与的气候变化对策

（林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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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CO2排放源的数量来看，发达国家与整个发展中国家各占一
半。从各国的排放量比例来看，中国占整体的24％，其次是美国
的18％、EU12％、印度6％和俄罗斯的5％。日本自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之后，产业部门的减排成果显著，但源于家庭的排放量上升
至整体的27％，家庭减排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日本环境省为了号
召市民积极参与减排活动，开展了“大家一起阻止地球变暖
Team -６％”的活动，提出了把对地球变暖问题的认识从“别人
的事情”转变成“自己的事情”，以及最具代表性的“清凉商
务”等改变消费行为的具体建议。家庭的CO2排放源中，40％源自
电力消费，30％源自汽油消费。遍布日本各地的防止地球变暖活
动推进中心，都在进行“家庭环保诊断”工作，实现每个家庭CO2
排放量的“可视化”，提出节电、环保驾驶、家电置换等具体建
议。

　  针对全球规模的气候变化课题，需要全社会共同采取持续有
效的措施。今后，中国各地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将进一步强
化整体协调的功能，整合全地区的知识、经验、人才以及资金，
致力于防止全球变暖的具体活动。本项目也将通过举办研讨会等
方式，推动各地区活动的开展。

　  4月25日，项目启动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与会人数达155
人，其中包括来自全中国40个城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的60名
员工、在京NGO和大学相关人士以及日本企业的相关人士等。来自
日本环境省地球环境局的染野宪治先生和一般社团法人 防止地球
变暖全国网络的长谷川公一理事长分别发表了演讲，松下（中
国）环境推进部介绍了日本企业开展的环保活动。研讨会的第二
天，参考日本的具体案例，大家一起讨论了中国40城市环境保护
宣传教育中心的活动计划，共享了广州、青岛、天津、石家庄的
优秀活动案例。

最新动向

　  日前，JICA与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以及中日友好环境保
护中心合作，启动了“气候变化领域公众参与和能力建设项
目”。项目将利用两年时间，在中国的8个城市举办研讨会，并通
过赴日培训，开展促进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提高活动的管理能
力，并联合NGO和企业等，对绿色生活提供支持。

　  听到气候变化这个词，你会想起哪些问题？全世界正在就京
都议定书等国际框架开展广泛讨论，但防止气候变暖的具体措
施，需要政府和企业以及每一位市民的参与。中国正在推动市民
层面的参与活动，通过节能、再生利用等生活方式的改善，实现
循环型社会。负责各地区具体活动的是各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
心，为了实现低碳社会，他们联合当地的NGO、学校、社区、媒体
以及企业等，共同推动生活方式的转变。

项目启动仪式上，中国环境保

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气候变化司、社会科学院、

CANGO（网络型环境NGO）等发

在西城区胡同开展活动的NGO。

与当地居民共同经营家庭菜园

和跳蚤市场。

在北京市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

中心向市民介绍节能和再生利

用。

■气候变化与公众参与能力建设项

目（2011年～）

http://gwweb.jica.go.jp/km/Pro

jectView.nsf/4f3700b697729bb64

9256bf300087d02/bb93afc9ceb3e4

d94925798a0079db5f?OpenDocumen

t



提高黑河金盆水库及上游流域水环境管理研讨会
～为西安市民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足立佳菜子）

（高岛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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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JICA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了中日传染病防治演讲
会，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员包括河南省卫生厅的周学山副厅长以及
来自河南省、各地级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传染病医院、急
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日方人员有JICA中国事务所的中川闻夫所
长、家保英隆首席顾问（JICA“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挥其
在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项目）等，双方出席会议的人
员达到了近120名。

～日元贷款“公共卫生项目”后续援助～

　  演讲会上，河南省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的张国龙副主任阐述了
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现状及面临的课题，家保首席顾问介绍了日
本的地方自治体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发挥的作用，以及近些年修订
的预防接种制度、甲型流感对策等日本公共卫生行政的特点及今
后的发展方向。

　  JICA计划在今后一年中，为CDC、传染病医院、急救中心的约
1600名专业人员提供70个培训课程，提高他们的传染病检测能
力、诊断技术以及救治技术，本次演讲会正是为配合第一次培训
而举办的。

  JICA自2004年以来在河南省实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日元贷款）”，开展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设施建设及传染病防治
人才的培养等工作，并将通过本次培训，进一步扩大日元贷款项
目的效果。

新闻

　  没有干净且安全的水，我们就无法生存。利用日元贷款建设
的黑河金盆水库保证了830万西安市民的用水。该水库的水源来自
绿意盎然的秦岭山脉，但近些年，富营养化等导致的水质恶化问
题令人担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JICA与西安市政府合作实施了
“黑河金盆水库及上游流域水环境管理改善项目”，建立水库及
上游流域合理的水环境管理体制，为市民长期提供安全的饮用
水。

　  4月24日，项目在西安举办了启动研讨会，约120人参加了会
议。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环，本次研讨会不
仅介绍了项目目的及概况，还由中日两国的知名研究人员就水库
水质改善的研究成果发表了演讲。今后，项目将致力于汇集中日
两国研究领域及民间企业等的聪明才智，在水库及上游流域水环
境管理方面，建立一个中国国内的示范性体制。

中日传染病防治演讲会

黑河金盆水库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http://www2.jica.go.jp/ja/e

valuation/pdf/2003_C03-

P176_1_s.pdf

■继续加强家庭保健服务并发

挥其在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中

的作用

http://www.jica.go.jp/china

/activities/project/28.html

■黑河金盆水库及上游流域水环

境管理改善项目（2012年～）

http://knowledge.jica.go.jp/k

m/ProjectView.nsf/SearchResul

tView/B68C9979E7CDE5C9492579C



（高田千瑛）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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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氮氧化物总量控制项目”签署R/D

　  4月6日，JICA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共同签署了“大气氮氧化物
总量控制项目”的备忘录（R/D）。近些年，中国在二氧化硫
（SO2）总量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属大气污染防止领域
的氮氧化物（NOx）却呈现出增长势头，致使地区复合型大气污染
问题越来越严重。“十二五”规划中，NOx被指定为约束性指标，
必须对其进行减排。今后，本项目将参考日本的NOx减排经验，对
中国引进NOx控制技术的相关课题进行探讨。JICA通过迄今为止实
施的日元贷款项目，为中国众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做出了贡
献，希望本项目的实施，能进一步扩大空气质量改善的效果。

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举办义诊活动

　  自2006年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
九次义诊活动。今后，同学会还将在其他偏远地区举办义诊，进
一步促进与各地区医生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JICA也将继续为
这些活动提供支持。

　  此次义诊中，同学会的许树强理事长一行还访问了因病致贫
的特困家庭，给他们带去了免费药品。拿到药品的患者及其家人
非常感动，嘴里反复说着感谢的话。还有7名患者幸运地接受了心
脏、肾脏以及腰椎等手术。在同学会优秀医生们的努力下，几个
高难度的手术均获得了圆满成功，参与了手术的当地医生们也利
用这个机会，得到了一流医生们的技术指导。

～提高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医院医疗水平，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北京一流的医生和专家来玉溪了,让专家给我们看病真是太
幸运了。”这是玉溪市人民医院的患者发出的肺腑之言。

　  4月23日～25日，JICA归国医学研修生同学会向云南省玉溪市
派遣了由20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在当地开展了义诊活动。除北
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外，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等当地医院的医生们
也参加了义诊活动，为大约300名患者进行了诊治。本次活动受到
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玉溪网、玉溪新闻网、玉溪电视台等的记
者赴现场采访，并通过电视和网络向当地群众介绍了活动现场的
情况。

　  玉溪位于云南省中部距昆明市大约两小时车程，这里居住着
25个少数民族。义诊活动的启动仪式及捐赠仪式在玉溪人民医院
举办，日本驻华大使馆、JICA中国事务所的代表以及当地医院的
医生、护士和患者等25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玉溪市政府领导对
同学会医生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及衷心的感谢。

为贫困患者家庭提供免费药品

乳腺甲状腺外科黄林平主任

为患者诊疗

泌尿科刘乃波主任(中)在为患

者做手术



（足立佳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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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CA志愿者开展的40周年纪念活动

陕西省洋县小学　观察野生朱鹮活动的启动仪式

　  4月12日，JICA于2010年启动的“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
环境建设项目”在项目点之一的陕西省洋县小学举办了朱鹮观测
活动的启动仪式，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
也是本项目活动中有关提高环保意识的一个环节，320多名小学
生及相关人士参加了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除了介绍朱鹮以及中
日在朱鹮保护方面的交流，还举办了智力竞赛，利用模型对朱鹮
的特点进行了说明，同时介绍了项目正在制作的以朱鹮为题材的
画册等。孩子们全神贯注地倾听了专家的介绍，在享受快乐的同
时，增加了许多有关朱鹮的知识。

■在江西省南昌市福禄贝尔幼儿园等介绍日本文化
　  4月6日，正在江西省南昌市开展志愿者活动的冈田麻衣队员
在福禄贝尔幼儿园举办了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大约有80名幼儿
园的孩子们参加了活动。活动中除了一起玩了用饮料瓶和纸杯制
作的日本玩具“剑玉”和“纸风筝”外，还体验了日本最普通的
游戏“水果篮（类似于抢椅子的游戏）”。冈田队员告诉我们：
“这家幼儿园里有英国老师，孩子们天天接触外国人和英语。这
次，孩子们认识了长的和中国人一样但说外国话的‘日本人’，
只这一点就很有意义”。
　  冈田队员的工作单位在江西青年职业学院，除了这里以外，
她还经常到附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开展活动，让更多
的人了解日本文化。4月12日在江西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21日
在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23日在南昌市育新学校都举办了同
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北本牧子）
■在三峡大学举办的演讲比赛和日本文化节
　  志愿者岸上公子队员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大学，举办了
日语演讲比赛和日本文化节。参加演讲比赛的不仅有三峡大学的
学生，还有当地四所大学的学生们。担任评委的是在其他学校教
日语的JICA志愿者和老师们，这次活动成为地区大学之间建立网
络关系的良好开端。日本节的活动除学做日本料理外，还有学穿
日本浴衣、盂兰盆舞的练习等，成为了学生们在日语教学之外了
解日本文化的绝好机会。 （龟田春雄）

　  近几年，中国正不断加紧完善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媒体
还是经常报出许多劳动者在未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恶劣环境中工
作，这一现象备受社会的关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2008年新设立了劳动监察局，宣传法律法规，检查、调查法律的
遵守情况，加强对违法现象的纠正与处罚。但是，全国5万名监
察员（日本的劳动基准监督官约为4千人）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不同地方、不同监察员的应对方式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今年4月，JICA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对“劳动保障
监察项目”的计划进行了调研，计划今后携手日本厚生劳动省，
共同开展以改善培训体制为主线的中日合作。通过面向行政及企
业的法律法规说明以及完善对企业的监督方式，JICA也将为保护
劳动者及守法企业的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竹原成悦）

“劳动保障监察项目”的调查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

境建设项目 网站

http://www.jica.go.jp/proje

ct/china/004/index.html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监察大队

（投诉窗口）

■三峡大学演讲比赛的相关报道

http://www.bbangradio.com/pa

ge/xinwenkantai/20120412_156



（李飞雪）

（冯威）

　长期专家　　田中英三郎
　心理援助人才培养项目
　派遣时间：（2012/04/23～2014/05/31）

6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植树节

　  在北京有很多图书馆，其形态也多种多样，有公共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等，但您听说过有一个名叫“民间流动图书馆”的
吗？在北京市东城区，在隋朝到近代之前曾设立过中国最高学府
（国子监）的地方，2009年2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民间流动图书
馆。穿过喧闹的街道，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径向里走，图书馆就坐
落在一个幽静的院落里。它祥和而朴实无华的氛围受到很多年轻
人的青睐。

　  日中绿化交流基金、中国国家林业局、北京市政府主办，日
本驻华大使馆、林野厅、JICA中国事务所协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纪念植树节，4月21日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包括一般市民
在内的大约1000名中日两国相关人员在森林公园规划用地上栽种
了树木。

　  植树节一开始，日方的丹羽宇一郎日本大使、皆川芳嗣林野
厅长官、梶谷辰哉日中绿化交流基金事务局长以及中方的中日友
协会会长唐家璇、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
分别致词，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希望通过植树事业推动
中日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之后，中日两国政府相关人员、民
间企业、学生等约1000多人一起栽种了2000多株油松、白松、槐
树等。这些树木被命名为“中日友好林”，我们希望这些树木今
后能够茁壮成长，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民间流动图书馆，正如其名,它不是一家公立设施，是馆长徐
大伟发起创建的，其所有费用都由徐馆长个人承担。据说这家图
书馆是纯公益的。徐馆长根据自身的经历，认为“书是心灵的营
养”、“读书改变命运”。开设这家图书馆的目的，就是要促进
市民养成读书的习惯，同时为想读书但因经济原因读不起书的人
提供机会。

赴任人员介绍

　  这家图书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动性”。看到感兴趣的书，
除可以在现场阅读外，只要签上自己的名字，每个月可以免费借
阅两本。读完的书可以还也可以不还，如果其他人想读，就可以
不还给图书馆而直接借给别人传阅。书不断地被人传阅，就像河
水在川流不息地流动。人们都不还书的话，图书馆的书不就会越
来越少了吗？其实这家图书馆同时还接受外部的图书捐赠，是名
副其实的“民间流动图书馆”（不同于在卡车里装上书到处巡回
移动的图书馆）。

　  民间流动图书馆就在雍和宫（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附
近，去雍和宫观光时不妨顺道去看看。

流动图书馆

流动图书馆网站

http://www.minjianliudongt

ushuguan.com/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我在大同开始绿化活动时，承诺至少要坚持20年。在这具
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获得这项大奖，我非常高兴。

　  绿化是一项很不划算的工作。不好的结果总是一下子冒出
来。有的时候春天种上树，等夏天再来到这里时，甚至会看到
“全军覆没”的结果。好的结果则要等上很长时间。看到森林
重生、草木繁茂就可以大大的松口气了吗？其实完全不是那么
回事儿。

　  通过JICA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建设的灵丘县南天门自然
植物园可以说是一个典型。对口单位的代表武春珍所长每天晚
上都会给植物园的负责人打电话，真的是每晚不落的打。“今
天还顺利吗？你不用做其他事情，明天看好园子就行。准备好
铁桶，如果有人非要烧纸钱，就让他们在铁桶里烧。”

　  今年春天雨水很少，风特别大，非常干燥。在这样的天气
条件下迎来了4月4日的清明节。中国农村上坟时要烧纸钱，给
祖先送冥币。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花费13年的时间和大量的
人力、财力建起的成果，可能一瞬间就化为灰烬。而且一旦发
生山火，这一区域的管理负责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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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2011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
　　　　　　　　　　　　　　　　“绿色地球网络”代表　高见邦雄先生

6月25日　　　　JDS（人才培养奖学金项目）在中国实施10周年纪念活

6月2日　　　　 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交流会
6月7日　　　　 产业生态工业园研讨会
6月9日　　　　 中日合作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研讨会（青岛市）
6月15日～20日　湖南省日本文化周（JICA出展）
6月17日　　　　JICA志愿者举办的日本文化讲座“七夕”

　  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了。“不行了，再也坚持不下去
了”，这个念头无数次地闪现在我脑海里，但每次都会冒出一
个“救星”。现在的局面也相当困难，我期待着这次获奖能带
来新的“救星”，在此表示感谢。同时非常感谢投了我一票的
各位人士。谢谢大家。

今后的计划

　　　　　　　　　　　　“绿色地球网络”代表  高见邦雄

6月26日　　　　农业机械化与植物生产非破坏性监测技术研讨会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为表彰对中国环境保护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
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共同主办了“2011绿色中国年度焦点人物”颁奖盛。
1992年起坚持在山西省大同市开展绿化活动的非营利组织“绿色地球网络”的代表高见邦雄先生在网
投中获得25万3千多张选票，荣获“国际贡献奖”。JICA通过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保护环境及
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循环型农林业建设项目”等）的形式，对高见先生的活动提供了支持。下面是本
次颁奖盛典上高见先生的获奖感言。

＊JICA在中国的林业合作

http://www.jica.go.jp/china/o

ffice/others/pr/pdf/shokurin.

pdf

颁奖盛典实况（人民网）

http://tv.people.com.cn/GB/439

11/17699191.html

高见先生开展活动时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