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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eface

2020年初，一场疫情席卷中国与全球，其规模与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公共卫生领域，全

球都在面临一场深刻而长远的改变。在这个时刻，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携手零点

有数开展此次调研，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当下和未来多年的主力消费人群，青年的消费决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反映着他们看待

世界和自然的态度，这些态度也会影响着他们与世界和自然的相处方式。如果更为健康、低碳的决

策和选择能够成为主流，那么青年对于回应气候变化挑战就能做出重要且积极的直接贡献。

除了身体力行，青年群体的集体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而且可以预见会越来越强。不论以消费者

的身份推动品牌企业提升气候友好度、履行可持续发展责任，还是通过发声与行动促进所在校园、

企业、社群的气候意识提升和行为改善，以及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建言献策、监督协助与气候有

关的政策有效施行。

青年群体的天然优势是具有高社会参与度、高学习能力，也是最有热情和能力接受新事物新

思想的世代，面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和全球是否能够迎来绿色复苏的机遇，和青年人的选择与参与

密不可分。

我们都希望陪伴和支持更多青年人成为具有气候领导力的行动者和倡导者，因此，了解青年

人对于气候议题的认知与行为就是基础性的工作。通过这份报告，可以看到中国青年真实的态度

和选择，也可以进一步探寻他们的需求与动力来源。

希望这份报告可以成为更多气候行动的基础和参考，也期待这样的调查可以得到社会各界的

更多支持，成为周期性、机制性的活动，为气候领域的公众参与工作提供更持续、更长远的价值。

张伯驹 

自然之友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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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首次提出国家中长期气候目标，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2060年

的国家领导人应该会是今天的00后。2018年出现在世界面前的那个为气候罢课的瑞典少女就是

一个00后，在这样的下一代的压力下，瑞典的气候政策只会越来越进取。

CYCAN一直在采取视野中最成本有效的行动来支持中国的气候青年，以行动守护未来。在校

大学生一直是CYCAN服务的主要群体。

CYCAN在2007年成立的时候，没有微博、微信、移动支付，网络是2G的，谷歌还没有离开中国。

中国的碳排放刚刚赶上美国。CYCAN的发起机构也是几家学生环保团体，CYCAN当时团队的主要

成员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CYCAN是先理解了当时的大学生，再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是用百度长大的，他们从记事起，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第二大的

经济体。航空母舰、隐形战机、天宫、嫦娥、蛟龙...他们成长在一个强大的中国，和我们机构发起时

的大学生已经完全是两代人。

当中国新一轮的气候行动与能源变革开始加速，CYCAN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服务对象，才能

有效地设计项目和规划行动，于是就有了本次调研。

从调研结果来看，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必考的知识点完全印刻在大多数青年人的大脑里，但是

对于青年学生的生活而言，气候依然是一个宏大而遥远的叙事，很难产生直接的关联。青年人的社

会责任感是更强了，但是在生活和工作中与气候变化建立连接困难依旧。

以绿色转型走向零碳社会和生态文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需要青年人做好准

备。CYCAN无法“制造”或者“培训”出中国的青年气候领袖，但我们可以通过传播和改变青年学生

的外部环境来“激发”出那些自我驱动的青年行动者。国际青年能源与气候变化峰会（IYSECC）作为

“激发”的重要工具，需要在此次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真正起到“网聚气候青年”的作用。

在一个零碳的小社会中学习与成长，是给学生最好的气候教育。当学生在意识深处强烈地把

一个零碳的未来当做是理所应当的，气候教育就成功了。青年学生可以把在学校生活中经历过的

未来常态移植到社会中，这是CYCAN推动“2030零碳校园”倡议的初衷。本次调研的成果也支持

CYCAN的这一倡议。

除了“激发”、“孵化”、“选拔”、“支持”，更重要的是“引领”。只有做出属于自己的成功的气候行

动，CYCAN才能吸引和网聚同样强大的行动者。因此，在本报告中CYCAN提出要从“倡导的广度”，

“教育的深度”和“行动的力度”三个层面开展工作，这是特别令人赞赏的。

希望全社会都来鼓励和监督CYCAN的工作，也期待着在下一次青年气候调研的结果中，能看

到CYCAN辛苦耕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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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俍

创绿研究院研究员

CYCAN 理事



2018年10月8日，IPCC发布的《1.5℃特别报告》显示，最快于2030年全球气温将会上升到超过工

业化前水平的1.5℃，这个温度将会是引发全球极度自然灾害的临界点。这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都将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气候影响。IPCC委员会主席在发布报告时表示：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世界

各地的人类、生态系统和生计。将气温升高控制在1.5℃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在社会各阶层进行前所未

有的变革。

2019年9月23日，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重点关注青年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首次举办第

一届联合国青年气候峰会，聚焦青年领袖如何采取行动。当全世界的青年都在以各种方式采取气候行

动时，我们同样会回看自己，中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绿色浪潮中的角色和行动路径又是什么？

现有的公众与气候变化调研很少涉及青年群体和行为层面。值得注意的是95后的新世代青年群

体缺席绝大部分的调研，而他们正是目前高校青年的核心，亦是潜在的气候领袖。他们未来将遭受更

多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呈现出强大自组织能力，对于代际公平的思考，和对可持续消费

的偏好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未来气候行动的认知。基于此，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

在2020年开展《中国青年气候意识及行为调研报告》，从中国青年的气候意识、气候行动和气候教育三

个方面出发，聚焦新世代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自身的行为模式，并探索有效气候行动开展的实施路

径。

志和者，不以山海为远。在调研过程中，有534位全国各地青年希望能成为调研志愿者，为气候行

动和气候传播贡献力量，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希望能参与后续调研，和世界青年对话。

这些青年展现出的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对发表意见的热情和强大的行动力正代表着中国绿色变革的

未来。

前言

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共同挑战
地球的生态危机

preface



研究方法
method

调研对象：18-24岁的青年学生群体

/

/

调研时间：2020年6月-2020年8月

/03 /04 /05
调研范围：中国全境

（港、澳、台除外）

调研方法：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的方式。定量研

究覆盖全国七大地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

和西北），涵盖“985、211院校与双一流高校”、“普通大学

（含本专科）”、“普通专科院校”三类院校，聚焦18-24岁的

青年学生群体。为了提升样本代表性，真实反映当代大学

生对相关问题的意见与态度，样本量配额根据地域、学校

办学层次、年级、专业、性别进行划分。定性研究覆盖全国

七大地区，每个区域组建一次访谈小组。因样本采集期在

毕业季前后，因此本科大四、大五学生和研究生作为自代

表层进行样本比照，不严格进行配额。

样本数量：定量样本计划

回收4450个，实际回收

5481个。定性研究组建7

次访谈小组，共计37人参

与访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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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Youth

执行摘要

《中国青年气候意识与行为调研报告2020》聚焦18-24岁的中
国大学生青年群体，从气候意识、气候行为和气候教育三个侧面描
绘中国青年气候画像。CYCAN根据调研结果和十三年的观察与实践
提出“2030行动目标”，从倡导的广度、教育的深度和行动的力度开
展工作，推动青年及公众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立即的行动和卓有成
效的改变；提出以青年和校园作为先锋，针对青年学生、高校社团、
校园管理者、政府及NGO等各利益相关方提出行动建议；同时以报
告发布为契机，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在中国通向2060碳中和征途
中，青年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希望能激发各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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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受访者对于气候变化有高度的关心，有84%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已经比较严重或十

分严重，且有41.6%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最严重的全球问题且会在未来影响到自身发展。具体到

不同青年群体，女性、低年级和艺术类受访者相较于男性、高年级和其他学科受访者更倾向于认为气候

变化是最严重的问题。从对气候变化知识的了解程度来看，受访者主观自我评价要高于客观测量；从对

气候变化会造成的影响的认知来看，受访者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尚未将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紧密联系；

从关于气候变化与性别平等的测量来看，女性受访者更不认同“气候变化会对于女性产生更多不利影

响”这一说法。

综上，我们认为青年群体对于气候变化议题已经有价值判断和基本的意识，但尚未能将气候变化

作为一种社会背景与自己的生活和个人发展紧密结合，或把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思考视角与更广泛的社

会议题（如性别议题）联系起来。

/

执行摘要中国青年的气候画像

高关心与浅认知

气候意识

强调公众和政府的责任

总体来看，受访者认为公众和政府是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关键主体，其中公众被认为是第一

主体（36%），中央政府是最被信任的气候变化信息来源（56%），且受信任程度远高于科研机构

（11%）、环保公益组织（10%）及新闻媒体（9%）。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群体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原则有自己的思考。他

们普遍秉持环境正义理念，认同代际公平即人类在享受发展利好的同时也应承担对未来和下一代的责

任。提到国际公平，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同国家需根据自身情况承担不同的环境责任，可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新世代中国青年中仍然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在达成全球气候协议

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其次是欧盟和美国。

青年群体总体上认可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政策成效，同时期待政府在公众参与政策和科普

方面投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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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转变消费模式，但呈现变革潜力

总体来看，受访者为绿色买单的意愿较为强烈。68%的受访者愿意“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

格”，62%的受访者愿意“为保护环境缴纳更多的税”，而愿意“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的受访者占比

57%。不过，需要支付的价格越高，受访者对于低碳生活的支付意愿越低。55%的受访者愿意多支付1

成价格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但愿意多支付3成以上价格的受访者仅占3%。

我们认为，这和青年经济尚未独立、消费能力有限有关，但年龄越小的消费者对于“漂绿”行为的

容忍度越低，更重视公众社会责任，绝大多数青年人都认同并愿意为低碳生活做出更多努力，且在快递

包装和衣物回收方面呈现出变革的潜力。调查显示，70%的青年会尝试将快递包装进行二次利用或者

废品回收。在焦点小组访谈中，受访者也指出快递包装的质量和材质阻碍了重复使用，这一反馈体现出

对供给侧的更高要求。

总体来看，青年群体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模式中体现出公众是应对气候变化第一责任主体

这一意识特征，呈现以个体日常实践为主的特点（较低门槛的志愿活动、线上宣传和捐款等），更多呈现

出“从我出发，做好自己”即可的个体意识，较少将自己置身于“青年”的群体想象之中，尚未形成以青年

为主体的行动路径、缺乏影响公众的意愿。“从我做起”和“行胜于言”体现出新世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

但如果止步于此，或许会阻碍青年推动政府和商业机构改变的意愿。

青年气候行为模式以个体日常实践为主，成
就感是主要驱动因素，尚未形成青年群体的
行动路径

/

执行摘要中国青年的气候画像

气候行为



总体来看，受访者认为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的纪录片数量较多，但有效

信息较少，更期待真实而震撼的气候传播内容，有利于青年将宏大叙事和个

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环保机构可以在各自领域从具象视角切入，向青年展示

气候变化对本土居民产生的影响，以激发青年的共情。

总体来看，受访者对气候教育有比较高的期待和参与意愿，希望高校

能创新教育方式，更多地开设气候变化和各类学科的交叉课程，采用更多实

践类的教育模式。调查发现，虽然受访者出生年代集中在1995-2002年，但对

于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较为陌生，了解《京都议定书》（1997）的受访者

反而更多；大学生的现实生活距离“高度依赖当地自然环境的发展中国家和

社区”较远，缺少对真实案例的了解和生活体验使青年较难把气候议题嵌入

到性别平等议题之中，需要加强相关的国际视角和气候公平视角的教育，从

而唤起中国大学在国际和公平视野下参与气候行动的意识和行动力。

执行摘要中国青年的气候画像

/气候教育

12.

期待高校重视气
候教育，  融入多
元视角和实践模
式

呼吁真实而震撼
的气候传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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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于2017年开展第二次全国公众调研，全面了解中国公众关于气候变化及

相关议题的认知、态度及应对等信息。和全国公众的数据对比，青年在气候变化方面的认知程度和关心

程度都远高于公众水平。相较于全国公众调研中有7.1%受访者从没听说过气候变化，本次调研中仅有

1.1%的受访者对气候变化非常不了解 1 。本调研同时也选取2010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简称

ISSP2010）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简称CGSS2010）中关于气候变化客观知识的测量题目（气候认

知部分），青年的答对率分别为92.1%和34%，而公众的答对率为73%和18%2。

在应对气候变化部分，青年认为公众是排在第一位的责任主体，而在全国调研中公众只排在第四

位，落后于政府、媒体和环保公益组织3，这体现出青年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这在ISSP2010和CGSS2010

关于环保意向性和支付意愿的问题上也得到验证，68%的青年群体、42.3%的公众愿意“为保护环境支

付更高的价格”；62%的青年群体、33.9%的公众愿意“为保护环境缴纳更多的税”；57%青年群体、

33.9%的公众愿意“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4。不过在具体的支付价格上，受限于青年群体的经济条

件，只有3%的青年群体在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上接受多付3成以上价格，全国公众的数据为8%5。

中国青年的气候画像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青年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呈现的基
本特征。如果我们把中国青年置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下，会发现中国青年也
存在一些相对的特点，或许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
应有的角色和行动路径。

1. 国内：公众气候意识先锋

1  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传播认知状况调查报告2017，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comms-20171108-zh
2  李晓光,杨江华.青年群体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其影响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6
3  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传播认知状况调查报告2017，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comms-20171108-zh
4  洪大用,范叶超.公众环境风险认知与环保倾向的国际比较及其理论启示[J].社会科学研究,2013
5  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传播认知状况调查报告2017，https://www.efchina.org/Reports-zh/report-comms-20171108-zh

执行摘要中国青年的气候坐标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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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目标

2018年，年仅15岁的瑞典学生格雷塔•通贝里(Greta·Thunberg)，因高温盛夏带来的森林火灾而

受触动，决定于8月20日起每周五在瑞典国会大厦门前进行罢课游行，直到9月9日的国会大选，即“为

未来而战（Fridays for Future）”行动。格雷塔的诉求十分明确，依照《巴黎协定》，要求瑞典政府将减少

碳排放纳入自愿承担的责任6， 此举随后通过社交网络迅速传播，从个体行为变为全球运动。格蕾塔也

因此在2019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被评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这是青年气候运动第一次走

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诚然，靠激情驱动的气候罢课也在国内互联网上引发诸多争议,但可以窥见的是西

方青年采取的是集体行动方式倒逼政府采取更具雄心的气候政策，推动全球气候进程。

在《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0：提升气候行动力》（简称《绿皮书》）中，青年群体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中的角色被分为气候研究者、气候行动者与气候活动家7。相较于西方青年激进的“气候活动家”模式，

中国青年更多展现出 “气候行动者”模式，通过以校园、社区为背景开展气候实践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低碳生活。  

2. 国际：低碳生活践行者 

6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0：提升气候行动力
7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0：提升气候行动力
8  郑晓雯.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记CYCAN在中国气候环境领域的推动与倡导作用[J].绿叶,2018

自CYCAN成立十三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以下问题：一是在社会对气候问题尚处于管中窥豹的阶段

时，CYCAN 如何通过培养青年中坚力量真正推动气候问题的改善；二是在经济利益驱动的现实中，CYCAN 如

何能定位和聚集志同道合者一起在气候领域扭转乾坤；三是在新媒体平台夹击的时代，CYCAN 所专注的略

显缥缈的“气候”问题如何能够在众多话题中不被埋没、破土而出8。

执行摘要

CYCAN的观察与策略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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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十三年的时间，气候变化愈演愈烈，气候议题不断嵌入到其他社会议题之

中，社会背景和政策背景都发生了变化。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青年对气候变化的严重

性已经有充分的共识，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具备了基本的气候变化意识并显著领先于其他社会群体。

基于此，CYCAN相信我们的战略重心应该从十年前针对青年群体的基本气候意识倡导转变为推动

多元的青年气候行动，打通从“价值-意识-行为”这一传统路径推动改变的壁垒。基于2030碳达峰的

背景，CYCAN提出2030行动目标，即致力于2030年之前推动青年及公众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立即

的行动和卓有成效的改变。

时代浪潮浩浩荡荡，我们不禁要问绿色中国需要怎样的绿色青年？调查发现，青年虽然对气候

变化有基本的认识，但仍处于较浅层次的认知，陷入对宏大叙事的价值依附，尚未建立起气候变化和

自身生活、发展的紧密关系，也缺乏将气候变化作为背景去思考其他社会议题的共识；青年在日常践

行低碳生活，但对于气候议题的公共参与缺乏热情；针对青年的气候教育和消费引导方面存在着需

求和供给的不平衡，无论是正式的校园教育还是非正式的气候传播都缺乏能够触达和满足青年核心

需求的内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也尚未重视对未来消费者的培育。

基于《中国青年气候意识与行为调研报告2020》和十三年的观察沉淀，CYCAN将通过“倡导的广

度”，“教育的深度”和“行动的力度”三个层面展开工作。“倡导的广度”即以科学的气候研究为基础，

青年气候网络的搭建为渠道，以青年力量为支点撬动更多的公众关注并参与到气候友好行动中来；

“教育的深度”即开发具有专业影响力的气候教育体系，针对未来的气候领袖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气候

议题培训，使青年通过参与式学习感察气候议题并将其嵌入到广泛的社会议题中，推动气候变化主

流化，在探索多元解决方法的过程中积蓄力量，锻炼能力。“行动的力度”即鼓励青年以校园和社区场

域，推动零碳校园的建设，并在学业或职业方面做出气候友好的转变，成为迈向2060碳中和征程中

的坚实力量。

执行摘要
行动目标

CYCAN的观察与策略
2030

Youth



Youth

气候意识  



气候变化的
青年联想

牛津字典在2019选出的年度词为Climate Emergency。根据牛津字典的统计,在2019年

里,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了100多倍9。更强烈的词汇体现出的是时不我待的现实和即刻行

动的决心，不过在中文语境下相对应的词汇“气候紧急状态”或“气候危机”可能并没有真正

引发青年学生群体的讨论。

在5481名受访者中，听到“气候变化”的时候，有5422名青年给出了首先联想到的词汇，

其中数量第一的是“温室效应”，出现1174次；第二是“全球变暖”，出现1165次；其次词汇包

括：气候变暖、二氧化碳、全球气候变化、雾霾、冰川融化、生存危机等。青年群体对气候变化

的联想更多体现在其引起的系列灾难性后果，以及绝大部分青年在听到”气候变化“时首先

想到其成因与影响，而非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温室效应”是青年关于气候变化的第一联想词

9    https://languages.oup.com/word-of-the-year/2019/

17.



根据调查显示，通过主观测量，认为自己较为了解气

候变化的受访者占6成，仍有4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不太了

解气候变化。

同时我们针对气候变化认知进行了客观测量，对“我

们每次使用煤，油，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这

一正确说法，绝大部分青年群体认为属实；而对于“气候变

化是由地球大气中的一个空洞引起的”这一错误说法，有

近6成受访者认为属实或可能属实。青年群体在对日常生

活相关的气候变化知识有普遍共识，但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程度并没有达到主观测量的高度。

青年群体的对气候变化的
认知主观感受和客观测量存在差距。

气候变化认知

完全属实
52.3

可能属实
39.8

可能不属实
4.6

无法选择
2.4

完全不属实
0.9

对气候变化整体了解度（%）

51.3%
比较了解

39.0
不太了解

8.7%
非常了解

1.1%
非常不了解

使用煤、油、天然气
影响气候变化认同度（%）

“气候变化是由地球大气中的一个空洞引起”认同度

14%8%

10%

24%
44%

完全属实 可能属实 可能不属实

完全不属实 无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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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严重性

68.3%
比较严重 15.7%

非常严重

12.6%
不太严重

1.7%
不清楚

1.7%
非常不严重

当前气候变化的严重度（%）

绝大多数青年群体感受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认为气候变化是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

根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气候变化较为严重，

其中15.7%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非常严重，68.3%的受访者

认为气候变化比较严重，有超过4成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

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其次是“社会不平等”（12.9%）和公共

卫生（8.3%）

我认为气候变化是属于长期的危害，对于人类来说，

每一刻都是刻不容缓，就像新冠疫情刚爆发时，对于中国

来说是很严峻的问题，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当时可能还觉

得远没有到危及他们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即使它还没有

来临。但已经是能危害待世界的一个趋势，那它就已经刻

不容缓了。

                           ⸺樊莫西，北京外国语大学大一学生

46%

12.9%

8.3% 8.2%

6.7%
5.9%

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

气
候
变
化

社
会
不
平
等

公
共
卫
生

大
规
模
冲
突
或
战
争

资
源
短
缺

贫
困

5.1%

政
府
问
责
与
透
明
治
理

4.2%

人
口
爆
炸

2.8%

网
络
安
全

1.7%

宗
教
冲
突

1.6%

金
融
危
机

0.9%

移
民  

难
民
问
题

19.



Fair

20.

非常
赞同

比较
赞同

不太
赞同

非常
不赞同

61.2% 33.9 4.2 0.7

环境应当是所有人都共同享有的（%）

资源利用代际问题（%）

气候公平
青年群体追求平等的环境正义，要求在享受
发展的同时重视对未来和下一代的责任

针对“环境应当是每个人公平享有的”说法，61.2%的受访者

非常赞同，33.9%的受访者比较赞同。绝大部分受访者对所有人（

不分种族性别国籍）公平享有环境这一说法持一致的态度。

青年群体普遍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会对未来人们的基本权

利因气候变化受到损害而担忧，期待当代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

重视对下一代的人的责任。

在排放温室气体时，要考虑到履行
自身自责以对未来及下一代负责

资源总时有限的，应该
节约资源，追求可持续发展

在人们缓解温室效应的同时，
也要承担相应的限制性代价

未来人们的基本权利可能
因气候变化而受到损害

人类油足够的智慧可以找到可替代
资源，现在不用担心下一代能源问题

95.0

94.8

94.7

91.8

31.6



性别正义与气候变化

青年群体尚未在气候议题中引入性别视角，其中女性尚
未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于女性的影响更为凸显

在对于气候变化对女性影响的看法中， 针对“气候变化更能影响女性的收入

和生活”问题上，受访者总体上呈否定的态度，对于气候变化和性别相关的影响也

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女性要比男性更不认同气候变化对于女性的影响。

在定性访谈中，我们针对性别正义和气候变化进行了更深的交流，发现否定

气候变化对女性有更大影响这个行为本身也是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

但更多的青年并没有把性别和气候变化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议题联系在一起。

气候正义与性别正义问题至少具有三重交叉：分配正义、代际正义和程序正义。在气候变化中，男女两性所受到

的影响是不同的、参与政策的程度也不同，因而对气候变化治理和应对的贡献也不同。

气候变化加剧了食物短缺，女性和儿童首先成为这一短缺的受害者,而涝灾过后女性又面临罹患阴道感染和水

媒介传染病的风险；在乌干达，男性依旧能在洪水过后保留土地，而干旱却削减了女性的非土地资产；在加纳，丈夫会

阻止妻子种植她们自己的土地，以便应对逐渐变化的降雨季节，而这一行为无疑地妨碍了女性的生活和家庭福祉。

在高度依赖当地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和社区，女性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往往影响由女性负

责的基础生计领域，例如营养、水和能源供应。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将不断加剧水资源和薪材的现有短缺，肯定会增加

取水或取柴所需的劳动和时间，而这一劳动在大多数国家通常由女性承担，这便限制了她们从事其他非传统活动，比

如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由于女性是灾难和环境压力时期的主要照护者，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照护负担的加重也可能

会减少她们的社会流动性，以致于她们无法在更大的空间中寻求发展和自我提升10。

54.7 50.1
60.6 63.4 63.7 63.0 62.2 61.3 56.5 53.2

48.8 42.7

75.2
80.9

女 性 更 容 易 依 赖
自然资源，因此女
性 比 男 性 更 容 易
受 到 气 候 变 化 的
不利影响。

女 性 的 健 康 更 容
易 受 气 候 变 化 的
影响。

气 候 变 化 可 能 增
加 女 性 患 病 的 几
率。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
会 影 响 女 性 的 精
神健康。

气 候 变 化 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影 响 到 女
性 在 一 些 部 门 的
就业机会。

气 候 变 化 更 能 影
响 女 性 的 收 入 和
生活。

气 候 变 化 倡 议 应
该 让 女 性 有 充 分
和有效的参与。

气候变化对女性的影响（%）

10   中国妇女报 .2018-08-28，http://paper.cnwomen.com.cn/content/2018-08/28/052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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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候治理

在此次调查中，受访者认为公众和政府是承担应对气候变化
的关键主体，认可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政策成效，同时期
待政府在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和科普教育方面做的更好，以形
成“公众+政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

受访者认 为公众 是承担 应 对气候 变化责 任的第一主体（36%），政 府是第二主体

（34%），且远高于企业/商业机构（18%），呈现出青年有比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在定

性访谈中，也有青年人提到“从我做起”是一种“应该如此”的模糊感受，而缺少对实际效

果的认知。

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修复方面和推动能源多元发展做的较好；

希望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更严格的措施；同时也期待公众能更多接受气候变化科普

教育并参与相关气候变化制定，共同推动2030年前碳排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

36%

应该承担责任的主体

公众 34%
政府

18%
企业/商业机构

6%
环保公益组织 4%

科研机构 2%
媒体

政府在不同方面的效果评估

推动能源多元化发展

节能减排提高能效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 

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政策制定 

公众接受气候变化科普教育 

91%

91%9%

9%

90%10%

87%13%

83%17%

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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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李彦.试论如何开展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教育[J].中国经贸导刊,2014
12   申丹娜,贺洁颖.国外气候变化教育进展及其启示研究[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9

23.

全球气候治理

青年认可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认为中国在气候协定中
起到关键作用

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同国家需根据自身碳排放或者环境污染水平承担不同

的责任。

国家间应如何承担责任（%）

国家间应如何
承担责任（%）

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碳排放或者环境
污染水平不同，来承担不同的责任。 国家间理应无差别的共同承担责任。

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对于国际气候变化的相关协定，绝大部分青年对于协定内容有一定了解或知道协

定内容，极少部分没有听说过。绝大部分青年群体都认为中国在协定达成的过程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其次是欧盟、美国。小岛国家和印度在青年群体看来起到的作用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对《京都议定书》（1997）的了解，受访者对于2015年达成的

《巴黎协定》却了解较少。相较于受访者的出生年份（1995-2002），我们认为与青年群体

在中小学接受的气候变化教育有关。

回顾气候教育在国内的普及，中国在2007年发布《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其

中提到青少年行动和学校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指出在基础

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中纳入气候变化普及与教育的内容，使气候变化教育成为素

质教育的一部分11；中国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将应对气

候变化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相应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知识进学校、进课堂等行动计

划12。相应气候变化教育主要通过以通用地理课教材（如新课标教材高中《地理》人教

版 ）和各学校与社会组织共同编写的课外读本（如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编写的

气候教育读本）的方式进入课堂。我国对气候变化的教育，主要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知识

传递方式，对采取课堂辩论、循证和论证等方式还较少，同时也忽略了以案例教学、角色

扮演等方式激发兴趣。将气候变化相关知识融入正式教育之中，对推动气候变化科普有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也不能忽视非正式教育尤其是气候传播在时效性上的优势。



哪些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

对国际气候变化协定的了解度（%）

85.6%

28.4% 39.8% 24.1% 7.7%

中国
42.5%

欧盟

3.9%

印度

34.0%

美国

34.0%

南非

9.6%

澳大利亚

9.0%

小岛国家

40.1% 38.4% 16.6% 5.0%

41.2% 39.5% 15.2% 4.1%

35.2% 44.8% 16.0% 4.0%

《巴黎协定》

《哥本哈根协议》

《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了解并且知道协定内容 了解一些 听说过但不了解 没听说过

《巴黎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该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作出安排。《巴黎协定》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13.

 13   柴麒敏,傅莎,祁悦,樊星.《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评估与全球气候治理展望[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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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气候行为



气候行动模式

气候行为模式主要是作为个体参加宣传志愿活动和日常生活实践

参与气候变化活动的青年群体中，活动派（参与低碳节能活动的宣传、“地球一小时” 熄灯活

动、植树造林活动）占比最多，51.0%的受访者都参与过相关活动。同时，技术派（参与低碳创新技

术发明创造、创意类节能竞赛活动）占比较少，为11.0%。总体来看，青年群体参与志愿活动较多，

但参与与创意创新类相关的活动较少。

活动派
51.0

参与低碳节能生活等宣传
参与“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 

参与每年植树节的植树造林活动

创意派
17.1

参与每年3月的“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 
参与每年植树节的植树造林活动

逍遥派
11.3

没有参加过相关的
公益类活动

技术派
11.0

参与低碳创新技术的发明创造
参与创意类节能竞赛活动 

经济派
9.6

应对气候变化
做公益行为捐款

参与气候变化活动（%）

气候行为（—）

26.



27.

如果需要青年群体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青年群体更多的是选择参与志

愿者活动，其次是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捐款。青年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选择是

作为参与者和捐助者，较多的还是浅层面的参与和接触，而非作为青年整体的一部分

和发起者的形式进行活动，比较少把自己置身于“中国青年”的整体想象之中，缺少以

青年为主体的行动路径和影响公众的意愿。

气候行动路径

从我出发，做好自己，尚未形成以青年为主体的行动路径

通过让受访者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行为进行自评，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在举手

之劳的低碳行为方面做的比较好，比如56%的受访者总是 “随手关灯、关水、拔插头”。

相较而言，青年群体的垃圾分类意识最为薄弱，总是或经常“实施垃圾分类”的仅占

24%和32%。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低碳行为（%）

22.4%

23.6%

21.4%

27.6%

24.2%

56.0%

21.9%

36.1%

33.6%

31.6%

33.8%

33.3%

33.4%

38.1%

36.7%

36.1%

39.6%

28.7%

36.6%

38.3%

4.9%

6.6%

7.4%

10.0%

4.3%

1.1%

3.5%

购买带有“碳标签”商品

使用永久性餐具

实施垃圾分类

夏季控制空调温度

使用布袋或纸袋

随手关灯、关水、拔插头

双面打印

38.3%

Way



针对选择有关气候变化的活动时主要考虑因素，45.1%的受访者希望自己的参与能起

到帮助和作用、有一定的成就感，20.1%的受访者选择在生活和日常交流中获取到相关信

息和机会。青年群体更为关注的是当自身参与有关气候变化的活动时，能够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起到实际的作用。

气候行动的驱动力

实践与成就

参与气候变化活动（%）

49.8%

41.3%

38.6%

20.8%

14.4%

12.3%

10.5%

9.7%

9.5%

7.7%

7.6%

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捐款

线上或线下积极宣传相关话题和内容

利用自媒体发布文章

通过短视频、Vlog等方式记录生活

参与海外志愿活动项目

购买与喜欢的品牌合作的环保类产品

在家庭环境中进行公民教育

参与创意类公益性竞赛

参观艺术展览或表演

设计和制作创意类短片、海报等内容

参与社区、学校、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

选择气候变化活动，主要考虑因素（%）

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 在生活或日常交流中
获取到相关信息和机会

以兴趣为出发点
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 希望自己的参与能起到帮助

和作用，有一定的成就感

16.7%

45.1%

20.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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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消费（二）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研究生

青年群体普遍不赞同“漂绿”行为，且未来消费者的容忍度会越来越低

青年群体对于产品或商家进行“漂绿”行为普遍持不赞同的态度，85.8%的青年群体对于有“漂绿”

行为的产品或商家，选择尽量不购买其产品。其中，年纪越小的消费者对于“漂绿”行为越不赞同。

“漂绿”（greenwashing）是由“漂白”（whitewash）一词演化而来，指绿色公关或市场营销团队用作欺骗性宣传报道的一种形式，以此向大众宣称某个组织
的目标和政策都是环境友好型的。
Greenwashing一词最早由纽约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维尔特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首创，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当时宾馆行业在每个房间都摆放标识牌，简
单从表面上鼓励毛巾重复使用以“保护环境”。韦斯特维尔特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机构并未采取任何节能措施，有证据表明，上述的标识牌行为也未
带来任何支出下降的情况。韦斯特维尔特认为，很多宾馆采取这一“绿色行动”的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利润。由此，他就把这一类表面上大张旗鼓倡导环保
而实际上带有更隐晦牟利目的的行为称为greenwashing（漂绿行为）14。

消费偏好

对产品或商家进行“漂绿”行为的态度 不同年级对“漂绿”行为的不赞同比例（%）

85.8%

不赞同

14.2%

赞同

87.8%
86.5%

82.8%

78.7% 78.4%

6成

成8
经常购买带有“碳标签”
商品的青年群体占比接近

对产品或商家进行“漂绿”行为持
“选择尽量不购买”态度的青年群体

29.

 14   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2013-02/16



为保护环境愿意接受相关做法的意愿程度（%）

低碳生活

青年群体对低碳生活的认同度较高

7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比较了解低碳生活，95%以上的受访者认同并愿意接受低碳生活。总体来看，

青年群体对低碳生活的认可度较高。

在付诸实际层面，68%的受访者愿意“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格”，62%的受访者愿意“为保护环境

缴纳更多的税”，而愿意“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的受访者占比57%。

青年群体对低碳生活的认知度（%）

比较了解76%

96%

95%

对低碳生活的
了解程度

对低碳生活的
认同程度

对低碳生活的
接受程度

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格 为保护环境缴纳更多的税 为保护环境降低生活水平

68% 62%
57%

30.



31.

支付意愿

青年群体现阶段较高的支付意愿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支付行为

通过受访者对低碳消费意愿度的自评，可以发现虽然青年人对低碳生活认同度较高，也愿意

支付更高的价格，但需要支付的价格越高，青年群体对于低碳生活的消费意愿越低。

有55%的受访者愿意多支付1成的价格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而愿意支付多3成以上价格的

受访者仅占3%。同时，假设为坐车、坐飞机、购物等情境下产生的碳排放买单总共需要200元，超

过3成的受访者愿意支付25元，愿意支付50元和200元的受访者各占到2成，一成左右的受访者表

示不愿意支付任何费用。

13%
55%

3%

5%

24%

购买气候友好型产品愿意多支付的价格

不愿意
多支付

愿意支付多
3成以上的价格

愿意支付多
1成的价格

愿意支付多
3成的价格

愿意支付多
2成以上的价格

愿意为碳排放买单金额

35%
25元

20%
50元 18%

200元13%
100元

3%
150元

11%
不愿意支付

任何费用



Youth

气候教育



参与渠道

校园内气候变化教育活动尚未普及，渠道有限

有19.5%的受访者主修过气候变化相关课程，16.3%的受访者加入过气候变化相关的社团组

织，13.1%的受访者参与过气候变化相关活动或讲座。青年群体在校园内接触气候变化相关的系

统化渠道机会相对较少。

校园气候教育（—）

相关渠道参与度（%）

13.1%

16.3%

是否加入过相关社团组织

是否参与过相关活动或讲座

是否主修过相关课程

19.5%

33.



气候社团

总体上校园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社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华中、华东

和华北的学生更为积极。在对于学校是否开设相关社团活动的了解程

度上，有一定性别差异，男性参与相关社团活动更加积极。

存在地域和性别差异，东部地区开展社团活动更
加积极，男性青年群体更了解学校内是否开展过
社团活动

不同地区学校开展气候变化
相关社团活动的比例（%）

开设相关社团活动不同性别间差异（%）

38.4 37.7 35.8

30.5
27.9 27.8 26.7 38.3%

29.9%
23.4%25.0%

38.3%

45.2%

华中 华东 华南华北 西南东北

不同性别间参与度（%）

38.3%

56.3%

39.3% 32.5%

29.9%

47.1%

是否参与过相关活动或讲座

是否加入过相关社团组织

是否主修过相关课程

西北 是 否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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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气候传播：非正式教育（二）

信任渠道

中央政府是青年获取气候变化信息最信任的渠道（56%），且信任度远高于科研机构（11%）、

环保公益组织（10%）及新闻媒体（9%）。这体现出青年对于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来源渠道的重视以

及对于政府的高度信任。但相对单一的信息来源渠道，结合青年对于政府在公众参与和科普方面

的政策满意度最低的结果，都对政府在气候传播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央政府是青年最信任的信息来源渠道

信任的信息来源渠道（%）

中央政府 科研机构 环保公益组织 新闻媒体 家人和朋友

56.0%

11.0%
10.0% 9.0%

4.0%



传播效果

整体上看，青年群体对近几年气候宣传方面的传播效果持认可态度，但仍有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气候

传播效果并不理想，呈现出年龄差异。随着青年群体年龄升高，自我认知和知识面不断提升和拓宽，对于环

境保护的诉求也随之提高。调研显示，认为低碳生活及环境保护宣传效果不理想的青年比例随年级增长而

提高，从大一新生仅占比18%-19%，到研究生占比达33%-35%的数据显著提升，反映出青年群体对于气

候宣传效果的高诉求。

青年群体对气候宣传效果有更高诉求

认为在环境保护和低碳生活方面宣传效果不理想的青年群体占比

低碳生活 环境保护

19%

27%

30%

18%

24%23%

27%

29%

35%33%

环境保护和低碳生活方面的宣传效果

16.1% 16.1% 20.3% 20.3%

2.8% 2.1% 3.1% 3.2%

57.7% 58.4%

非常有效 比较有效 不太有效 完全没效果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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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引起青年群体关注的宣传形式或产品的类型占比

内容和有效信息（%）

传播内容

通过对受访者在有关气候变化信息获取方面的调查，可以发现接近40%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有关

气候变化的新闻报道、纪录片节目等展现的内容足够多，但有效信息较少；有11%的受访者对于目前

的气候变化相关宣传报道不了解。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宣传形式或产品上，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触目惊心的实拍纪录片”真实反

映气候变化对自己的影响，会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其次是“公众人物倡导，如发微博，公益广告，亲身

参与等”（34%），“社会话题的持续热议”（24%）“轻松风格的卡通动画或动漫”（24%）

青年群体希望接触更真实和震撼的内容，期待未来的气候传播能通过
和流行文化的结合将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联系在一起

72%

34%

24%

24%

20%

20%

20%

14%

12%

11%

触目惊心的实拍纪录片

卡通动画或动漫宣传片

公众人物倡导

气候变化主题综艺节目

社会话题的持续热议

传统科教片

公益类小游戏

内容简洁明了的短视频

实时推送的新闻报道

网红或博主拍摄的Vlog

37%

25%

15%

11%

13%

不清楚

内容足够多
有效信息较少

内容足够多
有效信息较多

内容比较少
有效信息较少

内容比较少
有效信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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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扭转气候乾坤
的各方力量



39.

“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
择。”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提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

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15， 并进一步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是《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同时也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五周年。我

们下十年的行动将决定气候变化的趋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巴黎协定

的目标，那么与气候危机所造成的后果相比，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破坏将变得相形见

绌。16”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必须采取具有雄心的，集体的和变革性的措

施，在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做出结构性改变，以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一份由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

持续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呈现了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可能路径。根据报告推荐的路径，实

现碳中和的路线图包括两个阶段，2030年为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研究建议在2030年后显著加大减

排力度，迅速向1.5ºC目标所要求的减排路径靠拢，2030年后，中国的年减排速度和力度将“远超发达

国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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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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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摄氏度情景2摄氏度情景

2摄氏度情景

政策情景

长期低碳转型

强化政策情景

2050净零排放情景

2035 2040 2045 2050

15   新华网，2020-09-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9/23/c_1126527800.htm
16   联合国，2020-11-10，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1/1071642
17   中国2060碳中和路线图浮出水面，中外对话，https://chinadialogue.org.cn/zh/3/67724

图片来源：中国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1.5摄氏度情景



40.

绿色变革

如果我们希望走出一条更为有效的后2030减排道路，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不

仅需要重点行业的低碳转型，也需要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中国的气候承诺无疑让世界对这片国土即将发生的

绿色变革充满了期待，而这样的期待也必然会延续到中国青年的身上：中国青年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贡献

自己的力量、改变地球和人类的命运？我们的学校、政府、企业以及公益机构又可以怎样协助这些未来的决策

者、消费者和建设者投入到绿色变革的浪潮之中？

扭转气候乾坤的各方力量



青年是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
不可缺席的代表

传递青年和中国
的声音从气候变化

的视角观察世界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青年群体把公众视作应对

气候变化的第一责任主体，相信行胜于言，并且非常

希望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获得成就感。这让青年人

选择“从我出发、从身边的日常选择出发”的方式来践

行低碳生活。然而，目前社会公众对气候问题尚处于

管中窥豹的阶段，这意味着绿色变革需要政府、企业

和公众共同做出结构性改变。因此，我们呼吁青年把

“从我做起”的润物无声变为“以身作则”的公共讨论，

强调自己的“青年人”身份，从“青年群体”的角度思考

和行动，成为推动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提升和行动

改变的先锋和桥梁。同时，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

的共同挑战，中国青年更要加强和世界青年对话交

流，帮助世界理解中国，也从本土出发探索在中国语

境下行之有效的行动路径，在世界青年地球保卫战中

找到发力的方式和自己的位置。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成为了生活的新常态。那么你有没有想

象过，如果气候变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

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又会有怎样的新常态

呢？

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中国青年对气候

变化影响的理解仍停留在宏观层面。但是，如

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气候变化与未来生

活和个人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气候变化

会对你的家乡有怎样的影响？新的气候政策

会带来怎样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在气候变化

的的背景下，社会不平等是否被加剧？

(1）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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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社团作为气候教育与气候行动之间的连接点，为青年群体提供了在校园和社区内践行气候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根据CYCAN的观察，目前高校环保社团面临着人员换届变动频繁、支持陪伴资源有限、项目执行模式陈旧的诸多挑战。我们认

为高校环保社团的气候实践不仅仅在于组织落地单次或短期的活动，而是以“推动同学的低碳生活和绿色消费，推动学校的低

碳转型进程”为目标，在每一次活动中、每一代社团前辈的经验中前进，在实践中磨练一批又一批的气候青年。因此，我们希望

为全国的先锋社团提供协助，帮助他们开展长期项目，立足于与他们最相关并且思维最前沿的校园打造品牌活动，从而带给青

年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独特的视角，培育出更多青年气候领袖，形成“青年声音”，撬动社会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助力全社

会大步向零碳未来迈进。

推动校园零碳转型
为青年世代发声

(2）环保社团

校园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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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与校园管理者

创新气候教育的课程模式

推动校园作出零碳转型的承诺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青年第一次了解“气候变化”都是在学校的课堂之上。18岁前的

学校教育塑造了青年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而18岁后的实践和思考则决定了青年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调研发现，目前在高校内开展的气候教育仍仅针对环境专业的学生，而为了提高青年对气候变化的

认识以及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我们建议校园管理层和教师可以加快推动气候变化课程主流

化，开设更多与多元学科交叉的气候教育专业课和公选课。不仅如此，由于青年群体更喜欢实践的教

学方式和创新的考核方式，我们希望在设置气候教育公选课时，教师们可以采取创新性的考核和评

分方式，鼓励学生以所在校园或者社区作为背景，开展气候研究和行动。

中国的“2060碳中和目标”必然会被分解为城市碳中和方案，而高校是一个气候智慧型创新方

案与低碳设计方案的完美孵化器和实践站。高校校园本身就是个微型城市，是跨学科综合运用的最

佳场景，这就意味着，在高校里被验证、迭代和优化的绿色行动方案能够为城市低碳转型的方案设

计提供有力参考。正如CYCAN零碳校园项目的设计初衷，我们呼吁校园管理者可以承诺校园的零碳

转型，使零碳校园成为零碳城市的先锋。

校园是青年在气候变化行动
中不可替代的阵地

43.



(4）政府

推动高校设置气
候教育课程鼓励
校园率先实现零

碳转型

相较于国外的同龄人，中国大学生的里课业负担并不轻松，课余生活的时间也往

往被许多“现实”议题吸引。调研显示，高校中的气候教育课程设置存在区域和专业的

双重不平衡。然而在2060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行动需要社会政策、国际

关系等多元学科的支持。因此，我们呼吁高校建立交叉学科专业课程，同时推广气候

教育通识课程，培育青年运用气候变化视角思考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校园零碳转型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为了实现2060零碳目标，我们

呼吁政府相关部门重视高校零碳转型的示范作用和教育作用，把高校纳入行业转型

发展的第一梯队中，为可以在绿色建筑、低碳餐饮、综合能源管理方面等为高校提供

政策支持，在校园中打造绿色低碳的良好风气，从而激励学生在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

同事，也积极参与学校零碳转型的进程中来，成长为建设零碳中国的绿色公民。

更新气候科普内容
凝聚社会共识

调研显示，政府是中国青年最信任的信息渠道，然而，在政策满意度的调查中，

气候科普和公众参与排名倒数。据此，我们呼吁政府加强与社会公众的沟通，在校园

及社区举办对话活动，畅通公众了解及参与气候变化政策的渠道，推动整个社会关

于低碳转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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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

培养未来的
气候友好型消费者

调研发现，青年群体对“为保护环境支付更高的价格”的支持力度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且年龄越低，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容忍度就越

低。虽然青年群体尚未经济独立，实际购买力有限，但作为未来的消费

者，青年群体呈现出成为气候友好型消费者的潜力。因此，我们呼吁企

业据此建设品牌形象，满足青年群体的气候友好需求，提高青年消费群

体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度。

通过提高个体
成就感推动

气候消费选择

调研发现，成就感是青年参与气候行动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青年希

望能了解自己的低碳行为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了气

候变化。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企业可以在产品设计上呈现减少的碳足

迹，同时在原材料采购上更加透明，并体现气候公平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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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气候传播在内容上更倾向于从宏观角度进行知识科普18，但相较于社会其他群体，针对青年的

气候传播应当通过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把气候变化与对青年群体的生活及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在社会竞

争激烈的背景下，就业吸引了青年群体的更多关注，高校中社会实践的设置也往往是围绕就业展开。那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也许我们可以将气候友好型就业作为推动青年群体参与绿色变革的新视角，把2060年

碳中和进程和个人的职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传播形式上，调研显示青年群体希望能看到更多真实而震撼的纪录片。为迎合这种传播喜好，环保

机构可以从各自领域出发，从日常视角切入，向中国青年展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受到了怎样的气候

变化影响，使青年群体与气候变化建立感情连接。

此外，青年群体将公众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责任主体，并不代表政府和商业机构无须改变，全社

会形成一股合力，才能成功达成2060碳中和目标。所以，环保机构在进行气候传播或意识倡导时，除了强调

个人日常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外，也应该把公众如何撬动其他主体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传播重点。

18   郑保卫,杨柳.从中外纸媒气候传播对比看我国媒体气候传播的功能与策略⸺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卫报》为例[J].当代传播,2019

(6）环保机构

重构气候传播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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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ue
结语

19   社会责任家.吹起这株蒲公英：CYCAN的坚定，2020-08-09

受限于报告撰写者的水平及样本数量，报告仍有很多局限。比如我们尽可能去找到专科院校的同学填答，但专科同学在问

卷填写中的占比仍不及专科院校在全国高校中的占比，此外也未涵盖18-24岁未在高校生活的青年。

中国青年是作为民族的和青年的两种想象共同体的集合，中国青年既是发展与转型并进的大国公民，也是承受最多气候变

化影响的青年世代，这两种身份赋予了中国青年更大的历史责任。CYCAN尝试提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路径，也希望

中国青年在绿色变革的征途上能够得到各方力量的支持。同时也想以此报告为契机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地球保卫战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一起去寻找。

低碳未来，青年责任。这世界上总有千万个我们，热爱着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总有千万个我们，愿意投身应对气候变化的浪

潮中。我们期待听到更多人的声音，看到更多人的脚印。或许每一步都很困难，或许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故事仍在继续，一如既

往：一小片蒲公英带着信念，随风飘扬；蓦然回首，尽是春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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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在应对
气候变化的地球保卫战中
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样 本 分 布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

男

女

总计

2481

3063

5481

附表 样本性别分布

44.1

55.9

100

性 别 数 量 百 分 比（ % ）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研究生

总计

2213

1764

1177

230

97

5481

附表 样本年级分布

40.4

32.2

25.1

4.2

1.8

100

年 级 数 量 百 分 比（ % ）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

哲学社会科学类

理工农医学类

艺术学类

经济管理学类

其他

总计

1088

1815

366

981

1231

3348

附表 样本专业分布

19.9

33.1

6.7

17.9

22.5

100

100

专 业 数 量 百 分 比（ % ）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总计

636

656

314

514

694

534

522

5481

附表 样本区域分布

附表 样本学校类别分布

19

19.6

9.4

15.4

20.7

15.4

9.5

地 区 数 量 百 分 比（ % ）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

985.211与双一流院校

普通大学

普通专科大学

总计

1151

2335

1995

5481

21

42.6

36.4

100

学 校 类 别 数 量 百 分 比（ % ）

附录一 定 量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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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211与双一流院校 19 51.4%

 普通本科 18 48.6%

 总计 37 100.0%

 东北 7 18９%

 华北 5 135%

 华东 4 108%

 华南 6 162%

 华中 5 135%

 西北 6 162%

 西南 4 108%

 总计 37 1000%

样 本 分 布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地 区 数 量 百 分 比（ % ）

其中四位高中生参与定性小组访谈，仅作参考未纳入分析

登陆日期 登陆时间 登陆地点数 量 百 分 比（ % ）

附录一

学 校 类 别

数 量 百 分 比（ % ）性 别

数 量 百 分 比（ % ）年 级

数 量 百 分 比（ % ）专 业

 男 16 43.2%

 女 21 56.8%

 总计 37 100.0%

 大一 14 37.8%

 大二 12 32.4%

 大三 11 29.7%

 总计 37 100.0%

 哲学社会科学类 10 27.0%

 理工农医学类 12 32.4%

 艺术学类 7 18.9%

 经济管理类 8 21.6%

 总计 37 100.0%

定 性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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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

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

青年群体更为担心全球性气候问题，
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认知不足

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中，青年群体最担心的是全球变暖，其次是

冰川积雪融化，再次是酸雨。只有少部分青年提到健康和粮食危机。

在定性访谈中，我们发现青年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受到早期

接受的教育和信息影响较大，比如对于气候变化和冰川积雪融化的紧

密绑定，但气候变化如何通过冰川积雪融化影响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尚

认知不足。

对于全球宏大叙事的关注部分程度上消解了青年对于气候变化

与自身的链接，尚未建立起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具体影响的认知。

Youth

全球变暖

极端天气多发

冰川积雪融化

酸雨

生物多样性
减少

海平面上升

臭氧层空洞

部分陆地被淹没

动植物灭绝

人类健康
受到威胁

出现罕见病毒

粮食短缺

附录二 报 告 其 他 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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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频率（%）

“每个月至少网购一次”的男女比例（%）

消费模式

青年群体网络消费意识强，男女消费类型存在差异

网购是青年群体不可或缺的消费渠道，“每月至少网购一次”的受访者

达67%，仅1.5%的青年群体“从不网购。在网购频率上，女性受访者“每月至

少网购一次”的占比达75%。

55.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2020年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
模达7.49亿，较2018年底增长1.39亿，占网民整体的79.7%20。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34.81万亿元，已连续多年占据全球电子商务市场首位21。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购物反思季：网购的碳排放及其他环境影响》报告指出： 2016 年“双 11”当天，网购服装类产品部分所产
生的碳排放高达 25.8 万吨，需要种植 258 万棵树才能实现碳中和，这些树的面积相当于1.5个西双版纳原始森林的大小22。

每周至少
网购一次

每月至少
网购一次

每三个月
至少一次

每半年
至少一次

每年至少
网购一次 从不网购

19% 48% 21% 7% 3.5% 1.5%

75.0%

20   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0-09/29/c_1602939918747816.htm
21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http://expo.ce.cn/gd/202011/24/t20201124_36043474.shtml
22   购物反思季：网购的碳排放及其他环境影响，https://www.greenpeace.org.cn/on-line-shopping-environmental-impact-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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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弃 当垃圾袋/垃圾箱 当包装袋/包装箱再邮寄 做手工用品 作废品回收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特大城市中，快递包装垃圾增量已占到生活垃圾增量的93%，部分大型城市为
85%-90%23。
摆脱塑缚与无毒先锋2020年联合发布的《快递企业包装绿色化行动评价报告》显示，各快递企业在包装绿色化行动的整体实现力度
差异明显。呼吁快递企业应多种途径推动包装减量，重点提高循环包装使用率。在包装减量方面，快递企业还有很大进步空间，要做
好源头减量工作，避免快件过度包装，同时合作探讨、制定循环包装行业标准，加快建立包装材料循环使用体系，提高循环包装使用
率24。

快递包装

青年群体的行为模式展现包装回收利用的潜力，对供给侧有更高期待

有70%的受访者会尝试将快递包装进行二次利用或者废品回收，虽然仅有6%的受访者将包装进

行再邮寄，但没有立即丢弃包装的行为体现了青年群体具备回收利用的意识。

在定性访谈中，青年群体指出快递包装的质量和材质阻碍了对其进行重复使用，对供给侧有更高

期待。

38%

28%

26%

6%

2%

对快递包装物的处理方式（%）

23   新华网，特大城市快递包装垃圾增量已占生活垃圾增量 93% 快递包裹减负不能再拖，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9/19/c_1123451408.htm，2018-09-19
24   快递企业包装绿色化行动评价报告，
     http://toxicsfree.org.cn/images/file/2020112515338275827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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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回收

青年群体在废旧衣服处理上多为自发性远端行为，利用率较高

青年群体在旧衣物的处理方式上，主要分为四种行为类别：自发性远端行为、平台性远

端行为、自发性随意行为和自发性创新行为。

“自发性远端行为”包括放进小区的衣物回收箱、捐赠山区或福利机构、送给亲朋好友

等，在受访者中占比多达65%，其中“选择放进小区回收箱”（48%）和送给亲朋好友（44%）最

普遍；“平台性远端行为”包括卖给旧衣服回收平台、通过闲鱼等二手平台出售等，占比15%；

有12%的受访者选择随意丢弃；7%的受访者选择旧物利用，做成饰品等。

全球纺织业每年耗电量达一万亿度，这相当于全球总碳排放量的10%25。其中纺织业中的服装部分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含制造、运
输、洗涤、干衣和熨衣）每年产生超过8亿5千万吨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碳排放3%26。
每再利用1千克废旧纺织物，就可以降低3.6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节约水6000升，减少使用0.3千克的化肥和0.2千克的农药27。如
果这些废旧纺织品有60%得到回收利用，一年可提供的化学纤维和天然纤维相当于节约了原油1880万吨（2014年大庆油田原油产
量4000万吨），节约耕地面积1634万亩，等于全年棉花耕种面积3544万亩的46%28。如果纺织工业大量回收使用废旧织物，与原生
材料的加工生产相比，可明显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29。

处理旧衣服的方式占比（%）

放进小区的衣物回收箱

送给亲朋好友

捐赠山区或福利机构

卖给旧衣服回收平台

通过闲鱼等二手平台出售

自发性远端行为

平台性近端行为

自发性随意行为

自发性创新行为

直接丢弃

旧物利用，做成小装饰品等

25   Textile Exchange (2010), 2010 Global Market Report on Sustainable Textiles: Executive Summary
26   Carbon Trust (2011), Clothing - International Carbon Flows (CTC793)
27   中国纺织报 . 我国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产业现状与趋势，2013
28   央视新闻 .2015-07-25,http://m.news.cntv.cn/2015/07/25/ARTI1437806314215170.shtml
29   谢佳楠 . 废旧纺织品 待挖掘的“金矿”, 经济管理文摘，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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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女性

外卖饮食

青年群体外卖活跃度高，一次性餐具使用频繁

互联网催化了大量的外卖消费，美团外卖在《2020外卖行业报告》中显示在外卖消费者领域，年轻群体

正式接班成为主力，90后、00后外卖群体的占比超过60%，且两个群体贡献的订单数量占比达到了七成以

上，其中90后贡献了接近6成的外卖订单30。

在本次调研中发现，男性青年在外卖方面的消费频率相对高于女性青年。“每天”或者“一周3-5天”都会

选择点外卖的男性受访者占比24%，比女性高了6个百分点。

即使在相关平台推出“不需餐具”的选项后，点外卖时让商家提供餐具仍是青年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总体

而言，54%的受访者经常需要商家提供餐具，其中男性受访者使用外卖餐具的情况更甚，经常使用的占比达

55.9%。

至少一周点一次外卖的性别占比（%）

选择让商家提供餐具的总体比例% 选择让商家提供餐具的男女比例%

18.0%

24.0%

9%

30%

37%

24%

从不

总是

经常

偶尔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32.7 27.9
23.2 24.7

35.2 37.8

8.9 9.6

30   2020外卖行业报告，http://field.10jqka.com.cn/20200628/c6213563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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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 华东 华南 华北 西南 东北 西北

气候课程

存在地域和专业差异，东部地区和理工农医类高校课程开设较多

从调查结果来看，总体上开展气候变化相关课程的学校不足一半。不同地区学校开展气候

变化相关课程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理工农医类高校相较其他专业而

言，开设课程比例最高，经济管理类比例最低。

在定性访谈中，我们发现其背后原因在于目前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更多是专业课而非

公选课，集中在技术解决而非科普实践，普遍设置于环境工程、农业等理工农医学类的专业下。

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是科学问题，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对所有社会问题都会有更深的影

响，产生新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元学科的视角和人才。

41.0%

32.3%

40.8% 40.2%

39.1%

33.5%
31.6%

不同地区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情况（%）

47.7%
理工农医学类

36.9%
哲学社会科学类 32.8%

艺术学类
31.4%

经济管理学类

不同专业开设相关课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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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意愿

主修过相关课程与未来选修意愿呈相反趋势，青年呼吁创新的授课方式

主修过相关课程的受访者比例由大一的16.9%上升到研究生的60.5%，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未来选

修意愿却呈现相反趋势。在焦点小组中，我们发现青年会更注重开设相关课程的形式。尤其是，青年学生期

待公选课更注重校园内实践。

不同年级青年群体主修过相关课程的比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研究生

19.6

39.2 39.0

60.5

16.9

不同年级青年群体未来是否愿意选修相关课程的比例（%）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大五 研究生

19.4 19.7
17.2

11.1

20.5



57.

致谢
感谢以下机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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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仲淼、刘辕、汪学文、田霖、穆泉、吴丹、马志超、王鑫、邓威涟、朱镭舟、虞伟、胡煜、李凌云、安彦东、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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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樊莫兮、樊文卓、冯雪、付龙山、付琬淇、盖琳琳、甘雨露、古皓、古妍冉、顾悦、关怡妘、官清波、郭语然、过

思卿、郝天辰、何聪慧、何明阳、何晴、何锶涵、贺子涵、侯虹宇、侯青康、胡雅晗、黄嘉玉、黄沐也、黄雨石、霍

佳欣、季泽军、江妙、江文斌、姜楠、蒋倩、金姜伟、赖陈锐、雷臻、冷思宇、李佛宝、李泓、李华、李慧、李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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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舒、孙圻、孙瑜、孙雨欣、汤彦、陶瑾、田少朕、童瑶、万泳龙、王常宇、王晨璐、王斐琳、王涵钰、王菡悦、王华

文、王建康、王妮娜、王淇、王思宇、王溪琳、王翔宇、王星懿、王亚楠、王亚茹、王尧、王奕人、王悦、王允湘、王

子莹、韦梦琦、韦思成、韦婷玥、魏怡然、翁振星、吴昊、吴菁菁、吴玲玲、吴晓淇、吴心淼、吴玉凤、吴玥漪、吴

钺、夏舒燕、谢宝怡、邢小伟、熊娅舟、徐诚江、徐国凤、徐曼郗、徐童、徐逸歌、徐子萌、许航、闫涵、闫丽珍、闫

一鹭、杨博文、杨晨露、杨东霖、杨新颖、姚向航、姚晓娜、叶天、易娟、殷亚萍、殷子淇、尹子倩、游清意、于婷

壬、余茜茜、袁磊、张彬、张皓阳、张婕、张锦鸿、张晓彤、张筱筠、张杏雨、张轶涵、张雨佳、张震、赵石添月、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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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问卷执行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零点有数国际关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中外对话、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省环保联合会、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甘肃绿盟、兰州小草青年联盟、C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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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

只是向上走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

网站 www.cycan.org

邮箱: cycanoffice@cycan.org.cn

电话: +86 10 5332 808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35号中国乐势力

音乐广场氪空间5层508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