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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正对我们的海洋造成毁灭性影
响——我们需要你的协助，共同拯
救海洋。
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立刻行动起
来，改变我们使用塑料的方法。如
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那么海洋中
的塑料垃圾的数量将会超过鱼类。

塑料污染不仅对海洋生物造
成恶劣影响，对人类的危害
同样不容小觑。海洋为我们
提供了氧气和水，对人类的
生存至关重要。
有些人将海洋称之为地球的
蓝色心脏，因为如果没有海
洋，我们将无法存活。

%71
地球的

被
海洋覆盖。

你知道今年将举办的最精
彩赛事吗？如果您你没有
听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可
以查看话题1。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是什
么? 讨论一下成为全球最
极限赛事之一的船员将会
是怎样的体验。

点击这里了解更
多链接

什么是海洋塑料污染?

海洋里你最喜
欢的是什么? 

www.volvooceanrace.co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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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潜入深海吧!
 你准备好探索了吗? 

海洋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

1. 我们呼吸的新鲜空气，一半来自海洋！这些新鲜的空
气由漂浮在海洋上的小植物产生。

2. 海洋通过吸收太阳的热量控制地球的气候，并通过洋
流在全球移动。

3. 海洋是水循环系统中的重要驱动力，为我们提供了新
鲜的饮用水。

想象一下！你现在饮用的
水和几百万年以前恐龙饮
用的水是一样的!感谢水

循环。

想成为探险家? 人类对
海洋还知之甚少! 也许

您能提供帮助!
深呼吸！我们呼吸
的氧气，一半来自
海洋!a

蒸发

沉淀

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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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海洋为我们提供了：

保持海洋清洁和健康的方法有很多。如果你完成了
智慧鸟工作表以及每章后的卫士挑战，就能成为一
名沃尔沃环球帆船赛海洋保卫战的卫士。

我们做得每件小事都有意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
里”，所有人的努力汇集起来将成就非凡的积极意
义，更好的帮助海洋，扭转塑料污染的发展趋势。

你以前知道海洋对我们如此重要吗? 

你认为我们需要开始关注海洋健康吗?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吃的食物

通过水循环提供生
活所需的饮用水

体育活动

游泳、海滩散步

环球贸易

工作场所和生活方式

风力发电、潮
汐发电

海洋生物制药

为人类设计提供
灵感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育项目 • 话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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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最严峻的海洋问题之一就是倒入海洋的塑料
垃圾数量非常庞大。我们用了太多的塑料！塑料
瓶、塑料袋、塑料容器、塑料手机、塑料玩具、
塑料吸管等等无法一一列举。塑料的确非常实
用，但乱扔塑料会对海洋造成极大的伤害，我们
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大量塑料被抛弃在海洋中和沙滩上。

像我们的吉祥物信天翁、智慧鸟这样
的动物正因为海洋塑料污染生病甚至
丧命。

什么是扭转塑料污染发展趋势

你还记得海洋给予
我们的一切吗? 

每过一分钟就至少有一卡车塑料垃圾被倒入大海!b

一名男子从马尼拉湾水域的废墟中收集塑料和其他可回收材料。
照片提供：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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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塑料并非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地球上，这是
一种人造材料。塑料用途很广泛。塑料从地下的石油
中提取出来，能被做成各种形状，从牙刷、玩具到风

力涡轮机和大型喷气式客机。

塑料已经改变了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生活中有大量塑料做成的物
品——钢笔、电脑、手机、厨房用品和
许多儿童玩具。特殊的塑料还能制作成
高速行驶的赛船和飞机。

塑料还能拯救生命！塑料制成的医疗设备
极大的改善了医疗条件，甚至在心脏手术
中，塑料制成的器材可以放入心脏中帮助
人们生存。

塑料有什么
优点? 

问题在于我们使用塑料的数量、种类以
及使用后我们的行为。

过量使用塑料导致了非常严峻的塑料污
染问题，而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对海洋造
成了恶劣影响。

每一件塑料制成的物
品至今还未能完全降

解。c

听起来塑料是非常好
的发明，不是吗? 那
么，塑料会产生什么
问题呢?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育项目 • 话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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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塑料不能循环使用那会发生什么?

不。循环利用只是部分解决方案，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塑料时可以采取的好办
法，但并不能彻底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并不是所有塑料都能够循环使用，全球

也只有极少数的塑料能够恰当的循环使用。

塑料需要花费上百年才能分解成非常小的塑料，我们
称之为塑料微粒。而这些塑料微粒将永远在海洋中。

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不改变我们使用塑料的数
量，那么当你长大成人后，再往以后，海洋中的塑料
的数量将超过鱼类!

海洋中塑料微粒
的数量比宇宙中
的星星还多!d

我们不能循环利用塑料吗?

照片提供：伊恩·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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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如何进入海洋?

以下是塑料流入海洋的主要途径:

人类在沙滩上留下塑料垃圾

2.

下雨时，垃圾被冲入下
水道和河流，最后流
入海洋

日常洗漱和卫生用品，
甚至孩子的玩具也会被
冲进厕所

化妆品中的塑料
微粒被冲入下水
道后流入海洋

每次洗衣服时，衣服上都
会掉落一些塑料纤维，他
们将随着脏水一起流出，

最后进入大海

从垃圾填埋场吹入海洋

从船上扔下或者掉落的塑料品
废弃的船只和捕鱼设备

8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育项目 • 话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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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身体和脸部磨砂膏有非
常多塑料微粒!e

塑料微粒是非常小的塑料（小于5毫米）。
这些塑料微粒被加入一些产品中，比如身体
和脸部使用的磨砂膏，甚至牙膏!

这些塑料微粒流入下水管道最终进入大海。
蜉蝣、虾、鱼等海洋动物会食用它们！这对
动物们而言非常危险，因为塑料微粒中含有
对它们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如果海洋中的鱼食入这些塑料微粒，那么塑
料将出现在我们的食物网中；你觉得谁会吃
下这些鱼?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将有三支
船队配备塑料微粒感应设备。
这意味着我们将对某些海域的
塑料污染程度有更多了解

我们爱科学!

渺小却致命!
5mm

浮游生物

虾

食用塑料微粒

鱼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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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常用的一次性
塑料产品是什么? 

Top
十大沙滩垃圾
10

2016 年海洋保护协会列出了十大沙滩垃圾

从海洋保护协会列举的十大海洋垃圾中，我们可
以看到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塑料，尤其是使
用很短时间就丢弃的一次性塑料产品!  

通过话题3，我们知
道了为什么需要减
少塑料的使用以及
我们如何对抗海洋
塑料污染

1.有塑料的烟头 2.塑料瓶 

7.塑料吸管

3.塑料杯

8.玻璃饮

料瓶

4.食物包装

9.其他形式

的塑料袋

5.塑料袋

10.外卖塑料

泡沫盒（一

种塑料）

美国每天消耗超过五

亿根吸管！可以填满

127辆校车!F

6.塑料瓶盖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教育项目 • 话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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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塑料污染对动物和人
类都有害!

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
的海洋塑料污染，给海洋
生物和人类都带来了许多
问题。

我们的海洋因塑料污染满目疮痍，沙滩布满垃圾，动物
们奄奄一息，有毒的塑料甚至蔓延到了我们的食物网!

如果我们还是像现在一样使用塑料，那么到2050年，海
洋中的塑料数量将超过鱼类。在话题3中找出减少塑料
使用并且帮助终止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方法。

海洋塑料污染对600多

种不同的海洋生物造成

危害。g

总
结

塑料污染正在对海洋造成怎

样的影响?

你愿意帮助智慧鸟和她的朋友，

一起参与到扭转塑料污染发展趋

势的队伍吗? 

一起拯救海洋吧！话题3告诉了
我们可以如何帮助智慧鸟和她的
海洋朋友们，在下一章你将会发
现很多小建议，以让你可以人用
你自己的方式减少海洋塑料垃圾
污染! 

继续完成智慧鸟学习表。参加卫
士挑战，成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海洋卫士的一员，并且帮助扭转
塑料污染发展趋势!

更多信息请查看沃尔沃环球
帆船赛官方网站

www.volvooceanrace.com/ 
education

或者在 www.cleanseas.org 查
看关于联合国清洁海洋运动的
更多信息

谢谢不用了!

晚饭吃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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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词语

微观：非常小，通常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

浮游植物：生活在海洋中的非常小的微观植物。

一次性塑料：只能使用一次的塑料，比如塑料吸管。

有毒有害：对动物和人类身体健康有伤害或者毒性。

引用

a)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4/06/0607_040607_phytoplankton.html

b)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jan/19/more-plastic-than-fish-in-the-sea-by-
2050-warns-ellen-macarthur 

c) 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plastics. Ellen MacCarthur 
Foundation. January 2016

d)  www.cleanseas.org 

e) https://www.5gyres.org/microbeads/

f)  http://ecocycle.org/bestrawfree

g) http://www.cleanseas.org/get-informed

这个教育项目是由海洋生物学家和海洋倡导者露西·亨特设计的。
图片和设计由 wearesmall.es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