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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话题2中所了解到的，海洋塑料污染破坏了地球的自然平衡，影
响了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塑料微粒等有害物质甚至出现在了我们的食物
和饮用水中。

在对抗塑料污染的战争中，我
们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
的每一个举动都可以对环境造
成影响。

在这个话题中，你会学到解决
塑料污染问题的办法。你支持
我们的主张吗？你的计划是怎
样的呢？

塑料污染通过食物链会影响我们的
健康。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喜欢
在比利时吃蚌类的人可能会吃掉多
达11000块的微型塑料。相当于122
餐中每一餐都含有90塑料分子a。

在话题2中你可以了解
更多海洋塑料污染

减少海洋塑料污染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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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的海龟吞食了塑料或者其

它成分的海洋垃圾

美国每年人均消耗167个一次性饮水瓶，
但仅有四分之一会回收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未来十年
内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数量将增加

10倍 

2017 2027

据预测，

海洋中塑料微粒的数量比银
河系中的恒星还要多

来自”联合国清洁海洋运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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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生活中制造的塑料，是1950年代的200倍。如果塑料
产量继续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50年这个星
球上将有330亿吨的塑料c。我们必须有所作为，研究塑料
的用量、种类以及使用后的处理，来控制这一日益恶劣的
污染情况。

塑料不是神奇的材料

塑料时代

我们在使用塑料时，必须考虑我们的环境和海洋，真的需要

使用塑料吗？使用后要如何处理呢？

石器时代 铁器时代

那么现在…我们有….

塑料时代d

在这些塑料

中，只有9%被

重复利用b

4



5

这是每个人的问题。

灰海豹躺在海滩上，被困在渔夫的网里。照片：图片素材库

海洋塑料污染是每个人
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那
些喜欢吃海鲜或在海滩
度假的人。解决海洋塑
料污染，人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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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是我，是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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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联合在一起，一定可以打败塑料污染。想象
你和全世界所有阅读过这本小册子的同学们都改
变一个实用塑料的小习惯，例如不使用塑料瓶和
塑料袋。这样的行为将对我们的地球非常有益。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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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谁，做什么工
作，住在哪里。我们谈论海
洋塑料污染，好像是别人
的问题一样，但它不是。是
你，是我，是我们所有人共
同的问题。

迪卡夫里，2017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塑
战队队长

迪卡夫里.  照片:安诺尔·桑切斯/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你能想到塑料的替代

品吗？这也是一个解

决塑料污染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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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们自己的塑料使用分布（日常使用了多少塑料）

是很有用的。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开始

了解我们使用了多少塑料，并做出有助于环境的改变。

如果没有将这些塑料在回收箱中正确分类处理，它们
可能最终会进入到大海中
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如果我们必须使用塑料，最
好能够回收和再利用。但是如果我们减少塑料的使
用，尤其是一次性塑料，那就是在源头上减少了塑料
污染。

回想一下，普通的一个星期，你要使用多少塑料？

塑料袋、塑料杯、塑料板、糖果包装、食品包装、

饮料瓶…所有这些都是你的塑料使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我们怎样才能阻止塑料
污染的趋势呢？

参考话题3 1.1 

来帮助计算你的塑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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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体系
下面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使用塑料的小窍门。

重新思考
重新思考我们使用塑料的方式。我们
真的需要它吗？

减少我们的塑料使用。
如果它会留下的塑料废弃物，就
不要购买！

拒绝使用
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例如，喝果汁的时
候不使用一次性吸管。

重复利用
选择玻璃、纸或不锈钢塑料，取代
塑料材料。

循环重复利用
对于我们无法拒绝，无法减少使用，
也无法再利用的塑料，进行循环再次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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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要用一个塑料物品时，停下来思考一下！尤其是一次性塑
料产品。使用塑料前，多思考一些可以替代塑料的产品，尽量
减少对海洋的伤害。

下面这些东西是我们经常食用的一次性塑料的替代品：

? 反思

我真的需要这个塑料制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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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

尽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
一次性使用的塑料物品的例子:

拒绝

吸管

塑料瓶

塑料袋

快餐盒

塑料餐具

单独包装的调味
品–番茄酱、芥

末、醋等

塑料杯

你知道吗？塑料瓶含有化学

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进入到

你喝的饮料当中 e

全世界每分钟有一百万个塑料瓶售

出，这之中大部分都是不可回收的塑

料瓶。他们最终会回到垃圾场或者飘

在大海上。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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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气球最终落入大海，他们最可能会被海龟吃掉。

海龟会因此生病甚至死亡。

怎样减少塑料分布

和第一步“反思”类似，以下步骤可以帮助我们阻止有害的塑料进入海洋

不要释放气球或天灯。这些物品通常是塑料做的，最终往往落入海洋。

  不要使用含有微珠的牙膏或脸霜润肤露等产品。注意成分列表中：聚乙
烯（PE），聚丙烯（PP）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或聚甲基丙烯酸甲
酯，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这些大的名称意味着在产品中有塑料，所
以如果你看到他们在产品的配料列表中，不要使用或购买。

 为了防止衣服上的微小纤维进入海洋，你可以选择穿更天然的材料，如棉
和羊毛。洗衣服可以使用超细纤维合成的洗衣袋，减少进入海洋的微纤维
的数量。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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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创造
力并且反
复利用

互联网上有很多点子，先从这些开始吧：
• 塑料果汁杯或塑料酸奶罐 – 可以做成花盆或储物罐放置家里的小物件
• 硬塑料容器 – 可以用来储存食物或你的学校午餐或小吃
• 塑料瓶 – 这些塑料瓶可以用来装学校的饮料。切开瓶子，涂上你最喜欢的颜色，

可以作为花盆或笔筒。还可以发挥你的创意做成你自己的小船漂浮在水面上。
• 塑料袋-可以重复使用作为购物袋，储物袋。你还可以用木棍，胶水加上塑料袋做一

只风筝。
• 塑料玩具 – 你已经长大了，把玩具交给二手玩具店，让更多的孩子有玩具的陪

伴。

发现在话题4重新使用塑料更令人兴奋的方式

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一些
塑料制品，有很多方
法可以重复利用他们。
你可以把他们洗好擦干
净，然后用来点缀或整
理房间，甚至是做成一
件艺术品。

照片：伊恩· 罗曼/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重复使用重复使用 重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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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主题2所述，回收利用也是一个好主意，但它不是解决所有海洋塑料污染的办
法。因为所有的塑料产品中被回收利用的只有一小部分。

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不同类型的塑料，哪些是可以回收的，哪些不可以回收，最后
我们，然后分类放在不同的垃圾箱里。

记住，最好的办法依然是不使用一次性塑料产品。

将近60%的家庭垃圾是可以回
收的，但是他们却最终被填
埋到土里g

再生塑料可以制成新的东

西，像新的塑料瓶、地

毯、羊毛夹克、睡袋、滑

板和背包！

最后回收！

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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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和海洋！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海洋中的塑料污染，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做出改变，而无动于
衷则会加速海洋塑料污染。

有许多普通又伟大的人，有的年轻有的年老，他们站出来保护着世界各地的大海，
他们或大或小的举动都为清洁海洋做着贡献，你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两姐妹梅拉蒂和伊莎贝尔，10岁和12岁，她们在巴厘岛成立了一个小组，叫作“再
见塑料袋”，她们努力在自己的国家呼吁减少使用塑料袋。之后这样的小组在世界
各地流行，年轻人们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很多“再见塑料袋”组织。找找我们国家里
的环保组织吧!

照片：梅拉蒂和伊莎贝尔在TED上讲述“再见塑料袋”项目视频.   www.byebyeplasticbags.org/#picvids.jpg



更多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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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年轻的男孩阿芙住在海边，他很喜
欢去海滩。后来他去城里读书，当他
回到家里，他看见他的海滩上满是垃
圾。他甚至看不到沙子！他和他的84
岁的邻居开始清理海滩。他们的工作
变成了后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沙
滩组织。阿芙又看到海滩上的沙子！
他的行为激励人们为保护海洋作出不
同的努力，阿芙获得了2016联合国环
境保护奖。

杰克和亚历克斯，是美国两位喜欢
潜水的年轻人。他们在一处海滩的
水中发现了上千枚高尔夫球。高尔
夫球来自于附近的一家高尔夫球公
司，高尔夫球最终回变成塑料分子
威胁到我们的海洋。自从他们的水
下发现这些高尔夫球后，他们和高
尔夫球场的经理一起努力捡起了
9000多个高尔夫球球。后来电视台
还报道了他们的故事，他们还成立
了”捡拾塑料组织“。

照片：杰克和亚历克斯分类从水下收集的高尔夫球  
theplasticpickup.org/galler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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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通
过自己小小的努力阻止环境污染。从
今天开始,遵循 5要点 ,助力保持海
洋清洁,成为为海的沃尔沃环球帆船
赛冠军。

如果你愿意站出来保护她们的家园，智
慧鸟和她的朋友会很感激你。现在加入
智慧鸟课程表，完成冠军挑战吧，争取
成为沃尔沃帆船赛冠军。

在话题4中，我们介绍了很多方法让，不
让塑料污染进入大海，让塑料可以重新
使用。了解一下这些方法吧，看看你能
不能想到其他的好办法。

今天你要做什么呢？列
出你今天开始做的2件
事，来帮助阻止海洋塑
料污染。与你的朋友和
家人分享！

让我们一起帮助智
慧鸟打败海洋塑料
污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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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登陆
www.volvooceanrace.com/education
更多了解沃尔沃帆船赛可持续发展教育

此次教育项目由海洋生物学家、海洋运动倡导者露
西-亨特创立
配图与设计由 wearesmall.es 完成



名词解释

一次性: 使用一次或几次后就被扔掉的物品

微珠: 直径小于1毫米的小塑料珠，通常在面部、身体磨砂膏以及牙膏中含有
10万粒微珠。

微纤维: 是一种主要由塑料制成的材料，用于服装和织物生产，会渗入我们的
水路和海洋中

塑料消费: 塑料使用

循环: 用旧的物品制造出新的产品

联合国: 一个全球性组织，让世界各国更好地联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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