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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地球一小时
全国多城市地标同步熄灯

3 月 27 日，具全球影响力的
公众环保活动“地球一小时”通
过线上线下与全国公众连接互
动。 活动吸引全国各城市的政府
单位、社会机构、企业、公众人
物、民间组织等以各自的声音齐
颂自然，共同许下“相约 2030：万
象更新，回归自然”的十年环保
承诺。 另外，国内多个城市分别
举办了形式各异的线下活动，让
公众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守护地
球的行动中。

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食物、
空气和水，是人类社会、商业、健
康和幸福的基础。 然而，自然界
因人类的行为正在经受前所未
有的破坏， 生物多样性持续衰
退、全球气候危机不断加剧。 如
果不做出改变，100 万个物种将
面临灭绝危机，生态系统将受到
不可逆转的损害，人类福祉也会
遭受巨大威胁。 重新定义人与自
然的关系，让自然走上复苏之路
是必要且迫切的。

在刚结束的第五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强调现在是“重塑我们与自然
关系的关键一年”，人类需要“一
个健康的地球来实现可持续发
展”。2021年地球一小时活动为全
球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重要平
台， 一起呼吁世界各国就自然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做出重要决
定，推进全球合作，让自然向好，
让人类受益。 地球一小时为此设
定了 2030 年关于“人与自然和谐
新共识” 的目标———保护和恢复
自然栖息地； 扭转物种丧失的趋
势；生产和消费足迹减半。

去年，“地球一小时” 活动吸
引了超过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数
亿公众参与， 引领了重要的全球
对话。2021年，“地球一小时”活动
主题突出“行动”和“希望”，持续
关注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
变化，将世界各地的人们汇聚，通

过“熄灯”这个简单的动作，唤起
国际社会对地球的关注， 倡导维
护生物多样性、重视气候变化、保
护物种和栖息地、 打击非法野生
物贸易、 减少食物浪费和一次性
塑料使用，用行动带来改变，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一个人
与自然和谐的美好未来。

本次地球一小时活动由深
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一个
地球）、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
北京代表处（WWF）、北京市民
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京促
会）和北京民合国际交流基金会
主办。 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腾讯
公益慈善基金会、京东公益联合
发起。 并得到了平安人寿、摩登
天空及 GEOX 等官方合作伙伴
的支持。

27 日下午， 在北京 751D·
PARK 举办了一场“地球一小时
2021：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传播分
享”活动，活动邀请专家学者、环
保先锋、媒介专家、企业代表等，
探讨在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指导
下， 如何整合社会公益资源，利
用重大国际会议、公益项目的契
机，通过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
食物浪费、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
和公众传播等领域的合作，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和公众倡
导活动。 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上，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
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此次
分享还就“后 2030 的碳中和之
路”展开了讨论。

27 日下午，一个地球、WWF
和阿拉善 SEE 深港项目中心以
及卓越集团在深圳共同举办了
主题为“与未来对话，让自然向
好”研讨会，约 60 位业内嘉宾就
企业如何参与国家“30·60 目
标”、绿色供应链与可持续消费、
生物多样性保护包括粤港澳大
湾区和白海豚保护等议题进行
分享和讨论。

27 日晚，“万象更新，回归自
然”熄灯仪式在深圳平安金融中
心商场举行。 活动现场，中国平
安人寿和一个地球及 WWF 宣
布了战略合作，未来 4 年双方将
共同致力于中国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 小朋友组成的“九虎乐
队”、新生代钢琴艺术家张浩天、
歌手贾凡、Mandarin 乐队等表演
嘉宾在现场用音乐“为自然发
声”。WWF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卢伦燕在致辞中说道：“伙伴们
的热情给了‘地球一小时’蓬勃

的生命力。 如今它已发展成全球
最知名、公众参与最热烈的环保
公益活动，也逐渐演变成为了一
个公益品牌。 2021 年的今天，我
们聚在这里，要‘为地球发声’。
地球有声音，风声、雨声、波涛、
溪水、虎啸、蝉鸣皆是地球的声
音、大自然的声音。 地球上的生
态系统支撑着我们的生产、生
活。 也许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是它给我们的一个信号，让我
们去反思如何生活和工作、如何
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很高兴
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伙伴加入
进来，将自己的生产、经营模式
进行转型， 以实现商业向善、自
然向好的双赢。 ”

与此同时，一场“相约 2030：
万象更新，回归自然”线上熄灯
仪式通过地球一小时微博、快
手、新京报等平台进行直播。 活
动以“命运共同体”和“山、水、
林、田、湖、草”为创意主线，呈现
了一场可视化的电台节目，其中
腾讯音乐和摩登天空携冷炫忱、
傅菁、满舒克等音乐人用孩子和
青年人的歌声和器乐表达“为地
球发声，就是为我们发声”。 井柏
然、倪妮、邓紫棋、迪丽热巴、刘
涛等明星志愿者纷纷加入地球

一小时，为共同的地球家园送上
祝福，倡导关注生态保护，为未
来点亮希望。

此外，深圳、上海、武汉、长
春、成都、三亚等城市分别举办
了如“水的旅程”艺术展、“湿地
和江豚保护项目”签约仪式、“地
球治愈计划”主题活动、不插电
音乐会、“为老虎发声”、“为地球
发声”等丰富多样的公众参与活
动，向自然致敬。 今年另一特别
之处是，北京地区观众可在北京
10 家保利影院的影厅观看线上
熄灯仪式并欣赏这场自然主题
的音乐会。

北京颐和园、 上海东方明
珠、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成都金
融城天府双塔、西安鼓楼、武汉
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国内众
多城市地标于 20:30 同步熄灭不
必要的景观灯一小时，将活动推
向高潮。 地球一小时 2021 的熄
灯仪式采取线上直播与落地活
动结合的形式，六城联动，最大
限度发挥线上传播的优势，将保
护理念和中国在环保领域取得
的成绩广泛地传达给各地公众，
并鼓励更多公众加入到关爱地
球的行列，为实现 2030 人与自然
和谐向好点亮希望。 （高文兴）

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二十九
届“世界水日”，联合国将今年的
主题为“Valuing Water”（珍惜

水、 爱护水）。 我国纪念 2021 年
“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3 月
22 日-28 日)活动的主题为“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
约安全利用”。

3 月 22 日，深圳壹基金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发
起“壹起净水”公益倡导活动，邀
请参与、关注净水计划的爱心企
业、互联网平台、媒体及社会组
织等共同发声，壹基金净水计划
爱心大使杨幂也发起号召，邀请
爱心公众一起行动起来，推动改
善农村校园饮水条件，开展卫生
健康教育，保障农村儿童享有足
量、安全、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壹基金与可口可乐中国于
2012 年联合发起净水计划，以保
障农村地区校园儿童的饮水安
全和改善儿童卫生健康习惯为
目标，通过为农村地区的学校提

供净水设备和水杯、开展儿童卫
生健康教育，提升儿童卫生健康
意识，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
健康习惯。

2012 年至 2020 年，壹基金
携手 100 余家社会组织为各地
乡村学校安装了 3864 台净水
设备并配备儿童安全水杯，帮
助约 174 万名儿童改善饮水质
量，提升安全饮水意识。 同时，
帮助超过 36 万名儿童改善了
洗手的条件，帮助 2877 名儿童
改善如厕设施， 并培养了儿童
的卫生健康习惯。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已经
取得全面胜利，“三农” 工作重
心的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

作用受到国家乡村振兴局的肯
定， 在接下来的乡村振兴工作
中，也将大有可为。 壹基金作为
社会组织中的一份子， 将持续
通过实施机构品牌项目， 为乡
村振兴贡献力量。

“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
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改
善农村饮水安全，也是我国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今年世界水日， 壹基金净
水计划再次发起“壹起净水”公
益倡导活动， 邀请更多人一起
行动， 帮助每一位农村儿童都
能享有足量、 安全和负担得起
的饮用水， 养成受益终身的良
好健康习惯。 （高文兴）

世界水日：壹基金“壹起净水”助力乡村振兴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 在武汉举办的“为地球发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