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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世界在变绿 

-��面向生态商业的智慧解决方案�

A�WORLD�THAT�IS�TURNING�GREEN�

- Intelligent�Solutions�On�The�Ecology�of�Commerce�

�

未沙卫(VisavisNet)��编著�

 

内含:�

• 193 个绿色智慧解决方案 

• 200 幅原创手绘插画 

• 1 个实时网络查询编码系统 

• 超过 300 个网页超级链接 

 

�

�

简介�

本书内容专注于一个如何从根本上让世界变绿的新领域�---“生态商业”：一个利用生态系统思

考方法促使社会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达到动态平衡的可持续商业功能系统。�

本书收集的每一个绿色智慧解决方案都用一幅手绘插画和一篇不超过 500 字的精炼短文呈现，

共计 193 篇。每篇的内容相对独立，前后呼应。通读全书后您将发现，每一个解决方案在书中各

就各位，就像 193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革新者按照一定的顺序，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的不

同部分，直到完整地呈现出一部有关如何让世界变绿的传奇。�

本书适合于商业人士、研发人员、政府官员、NGO 工作人员、学校师生等各界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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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读者�

您是否希望既能为企业盈利又能保护环境？ 

是   否 

您是否打算在绿色领域寻找跨界合作伙伴？ 

是   否 

您是否想了解世界 前沿的绿色技术解决方案？ 

是  否 

您是否正在为自己所在地区寻找绿色新政措施？ 

是   否 

您是否想传播绿色人文精神？ 

是   否 

您是否希望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致力于环保事业？ 

是   否 

您是否想知道如何拯救我们的地球？ 

是   否 

 

如果您以上的回答中有一个“是”的话，您会发

现本书将给您带来惊喜！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您呈现，通过生态商业与跨界合作，有

个世界在变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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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语  

 

“这是一本含有许许多多简洁而迷人图片的、让人惊奇的书。相信所有人，不论什么背景，都很

容易从中体会到如何投身于创建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

-�������杜伟梁（英国 NOVANIC 电子公司合伙人）�

“这本书透过具有想像力的插画和利用无限的网络平台，把全世界的绿色智慧综合起来。我被这

个意念深深地打动了！我很喜爱阅读这本书，我相信它将给每个人带来重大影响。”�

-�������李家伦（香港 GEILI 创会主席）�

”这本书的内容如此接近自然，它将触动每个人的心灵。“�

-�������MARIE�BLANCHE�JUEYA�（喀麦隆留学生）�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和它的设计，它带给我一种想打开来阅读的冲动。我很乐意除了用阅读

来表示支持以外，还将尽我所能支持你们把绿色的重要概念传播出去！“�

-�������陆姿姿�(香港传众设计顾问公司创始人)�

“我很喜欢书中把两个世界区分开来：一个在变绿、一个还没有。这个创意打动了我！”�

-�������陈海沙�（芝加哥大学 MONEYTHINK 创始人，ECSEL 总监）�

“在这些迷人的图画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容，它能满足各种需要，既能影响管理层制定可持续战

略决策，也将影响每个个体投入让世界变绿的行动。”�

-�������张寒枫（厦门大学 CSR 及企业文化研究中心）�

“这本书真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呢，很喜欢里面的插画和所有的设计，内容读起来有种欲罢不能

的感觉。”�

-�������张引璐（清华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3H 公司创始人）�

"遥想下，未来 10 年或 50 年这本书中提及的绿色创想不断实现，那时我们就捧着书笑"�

-�刘淑琴�联合水务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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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位朋友是这样描述星空的：曾经在乡村度过的一个晚上冷不丁抬头一望，看到满天繁星，

竟被眼前璀璨的一幕吓了一跳！看看我们自己和周围有多少人像这位 80 后的年轻姑娘一样，在久

违的自然面前变得生分起来？�

把这种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感放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就

会发现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这要追溯到 18 世纪中期开始

的那场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的工业革命。世界工

业化的进程已经持续几百年了，还在继续下去。我们中大

部分人对现存的这样一种商业文化深信不疑：利用自由市

场能够通过永远的自我增长实现个人梦想�。然而，目前几

乎所有企业的运作都附加了同一种商业设计上的缺陷，那就是：企业越壮大，吞噬不可再生的地

球资源就越多，对地球环境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当所有人都把生活垃圾扫到荒野，把工业废弃物

交给未来，以保持自己的家园在当下的清洁和便利，可想而知总有一天那些垃圾堆积成山就会反

过来淹没我们的家园，污染我们的食物和水。到时候我们对美丽自然的回忆也将消失殆尽。不幸

的是，假如我们不做切实改变的话，这一天似乎并不遥远。�

中国作为这颗美丽星球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同样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工业时

代给其它发达国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副作用：当前中国境内有 1/3 的河流被污染，1/4

的土壤遭受严重的侵蚀和干旱，超过 3/4 的森林已消失。城市居民，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高

管、专家学者，还是打工农民、自由职业者，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几乎每个人，都被迫呼吸着

受污染的空气。水、空气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正以一种城市居民难以觉察的方式快速地离我们

而去。现实传递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只有采用一种超越机器思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才

有可能创造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群具有可持续思想的

技术先锋、能效专家和生态商业革新者正致力于在日益加剧的环境和

社会危机中开拓出一条连通商业，特别是工业和自然的绿色通道。在

这条特殊的道路上，他们做事情的方式就是引导机器生产像飞鸟一样

把自身的新陈代谢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支持这种方式的人群则跟随

其后，浩浩荡荡，一起融入自然。迄今为止，由这些“飞鸟”个体组

成的新世界还没有成形，但已有众多雏形诞生在世界各地。这些雏形组成的那个世界正是本书要

为读者呈现的，它们就像点 在幽暗太空中的星星点点，有些还隐藏在乌云背后，隐隐约约，很

难看全看透。然而，一旦走近观察，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创造力就有可能会被它们所闪烁出来的

光芒激发。围绕着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革新，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思想上将产生革命性的转变，

将把创意融入日常生活，把保护环境放在追求自身幸福和财富的前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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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书名定为“有个世界在变绿”，而不是“世界在变绿”也是基于这个道理。事实上我

们所处的世界总体上并没有在变绿，但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了有那么一个世界正在改变。我们把

这些点滴的变化，或者是深深震撼人心的，或者是轻轻触动心灵的，用尽可能科学的逻辑分类、

尽可能精炼扼要的文字，和尽可能准确生动的视觉图示展现给大家。启迪每个人去聆听内心深处

呼唤回归自然的声音，鼓励读者去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我们相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过来

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善待自然的方式，将拉近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在这场一触即发的

生态商业革命中，我们能做些什么？怎么做？相信您能够在本书中找到一些有用的启发。就让我

们的创意和激情为这场革命助燃吧！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统统腐烂吧！�让我们拉近青

少年与繁星之间的距离！�

出版这本书的冲动和本人创建未沙卫(www.visavisNet.com)�的

经历分不开。未沙卫立项于 2009 年３月，是在亚洲基金会

（www.asiafundation.org）和全球环境研究所

（www.geichina.org）举办的 2009 首届环境创业培训班中逐渐成

形的。在此对这两个机构，尤其是该项目负责人安欣女士和赵立建

先生、对未沙卫项目表示关注的亚洲基金会主席阿马科斯特博士

（Dr.�Michale�Armacost）和中国首席代表周思哲博士（Dr.�Jonathan�Stromseth)、全球环境

研究所主任金嘉满女士，以及班上所有授课老师和 25 名志同道合的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谢谢

好友陈树杰、欧少聪以及我的家人在项目创意之初即凭借他们长远的眼光和善良给予充分肯定和

支持。余晓勇老师对本书初稿在文字措辞及内容编排方面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在此致以深深

的谢意！同时也感谢本文“参考及延伸阅读”里所列的文献作者或视频的演讲者。他们的文章或

演讲焕发出智慧的光芒，给我们带来了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希望，也促使了未沙卫项目及这本书的

诞生。尤其是保罗·霍肯（Paul�Hawken），他所表现出的对未沙卫持续发展的兴趣和关注让人倍

受鼓舞！另外，对于本书提到的每个解决方案的发起者和执行者，他们正在实践的事情同样让人

肃然起敬。感谢直接参与本书制作的工作伙伴白雷和张寅燕，以及帮助和鼓励过未沙卫的其他朋

友们：弓志强博士、保罗·巴特利（Paul�Battley）、刘云霞、理查德·克鲁克斯（Richard�

Crookes）、狄龙（Diego�Ferrini）、陈冬环、张基忠、赵珂、芦瑶、沈忻一、彭晓成、文戈、

刘淑琴、刘尚文、王阿芹、水·未来论坛组委会所有成员等。�

本书内容的选材、分类、编辑以及插画制作基于笔者多年来在工业跨国公司负责技术市场管

理的经验，也基于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成员对自然的亲身体验、对人性的反复探索和反思。从中

您将留意到一群具有单纯心灵和对未来怀有美好愿望的改革者的心路历程，它们是如此地触动心

灵。�

陈湘钿（Emma）�

2011 年 9 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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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书内容专注于一个如何从根本上让世界变绿的新领域�—

—“生态商业”：一个能够促使社会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

和信息交换，达到动态平衡的可持续商业功能系统。这是一

种能够让自然和人都快乐起来的新经济，相对传统商业来说

其涉及范围要广得多。它一旦实施起来往往需要依赖企业、

政府、院校、NGO（非政府组织）等各类组织，不同行业的

领导者和革新者引导所在的团队作出从里到外的重要改变，

实现跨边界的合作， 终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

效益。因此，本书的目标读者适合于包括商业人士在内的社会绿色变革利益相关者：企业高层管理

决策者、产品经理、技术市场经理、研发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政府官员、NGO 工作人员、教

师、学生、记者、自由职业者等各界人士阅读。在大自然面前，“隔行如隔山”的工作方式再也行

不通了。我们期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及其实时网络对接服务，使读者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获得自己

关心的信息。将来自各行各业、勇于创新的读者集中在一个有着共同使命、互惠互利的交流平台

上，为各方带来一些有价值的行动灵感。�

本书收集的每一个绿色智慧解决方案都用一幅插画和一篇不超过 500 字的精炼短文呈现，共计

193 篇。每篇的内容相互独立而且前后呼应。通读全书后您将发现，每一个解决方案在书中各就各

位，就像 193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革新者按照一定的顺序，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的不同部

分，直到完整地呈现出一部有关如何让世界变绿的传奇。每个解决方案都具备以下三个专门为读者

设计的特点，使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这本书的价值。�

1．�内容“视觉化”�

每篇短文都配上一幅未沙卫原创的手绘插画。这些插画将帮助我们从形象上记住一些

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比较新鲜的概念，但它们很可能正是我们内心寻找许久的答案。读者还

可以利用这些插画作为交流的工具，有利于信息进一步传播。它们所传递的内容对我们制

作团队成员来说已经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而我们正在试图影响您，与您分享我们内

心真实的、充满希望的快乐。�

2．文字“模块化”：�

模块化是指每个绿色解决方案在选材和编辑过程中，都尽量遵循着统一的结构要求和

一致的写作思路，尽量让这些生态信息既简短又能够与受众的“利益”关注点快速对接，

节约读者的阅读时间。每篇模块化的短文都由以下 5 部分组成：�

• 题目：突出利益关注点的解决方案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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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落：约 220 字，简单介绍该解决方案如何生效，解决什么问题？强调

其环境效应及可用于持续执行的经济收益或人文影响力。�

• 第二段落：200-250 字，根据实际情况，或继续阐述上述内容，或进行补充

说明，深化主题。两个段落总字数不超过 500。�

• 网络查询编码：根据短文在本书所处的位置进行编码（参见“3.阅读‘互动

化’”）。�

• 参考及延伸阅读：参考文献和视频名称及其网页出处。�

���3．阅读“互动化”�

这是本书对应的网络增值服务。根据每个解决方案在书中所处的位置，所有模块化文

章均标明了由 4 位独立数字编号以及本书前 “A”字样组成的编码作为读者的“网络查

询编码”，实现网络视觉互动。如 A1234 表示本书第 1 章第 2 节第 3 主题下的第 4 个绿

色解决方案。对此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终端登录未沙卫图书网站：

www.visavisBooks.com，在搜索栏输入�“A1234“，即可搜索到该解决方案对应的插画

电子版和参考源的链接。您可以引用、评论、转发这些插画，或直接点击参考出处链接进

行延伸阅读，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以下通过对传统环境公式的持续创造性更新，向读者进一步呈现本书的内容结构。让大家从整

体上了解究竟有哪些办法能让我们的世界变绿？�

早在 90 年代中期，美国英特飞地材公司便开始实施生态商业管理战略。十几年后，该公司无

论从经济还是环境收益上均获得巨大成功，并一跃成为行业领导者。其创始人雷•安德森（Ray�

Anderson）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传统的环境公式 I=PxAxT 改写为 I=（Pxa）/（TxH）。其

中，�I 表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P 是人口、a 是财富，T 是技术，H 表示快

乐。安德森将技术 T 从分子移到分母，把大写 A 改为小写 a，并在分母中添加了 H。安德森解释

说：多发展绿色技术，少一些占有，多一点快乐，就会大大降低人对地球带来的不利影响。安德

森在 TED 会议上激情洋溢地说：曾经严重依赖石油的公司都能做到可持续，那么任何人都能做

到！该案例请参见本书编号为 A3121 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们一改以往环境公式中 I 的消极含义，重新把它定义为“对地球未来产生的积极影

响”。那么安德森的新环境公式可再次更新为 If=（TxaxH）/P，作为对本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它

表示，人们对未来环境的积极影响（If）取决于发展绿色技术（T）、创造有利于生态的财富

（a）、传播快乐的人文思想（H）、实现有效的人口控制及社会管理（P）等四大因素。如下图

所示（网络查询编码：A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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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本书所有章节的内容和以上公式对照将不难发现如下五点：�

• 第一章“绿色人文解决方案”的内容对应公式中的 H，即 Happiness（快乐），表示通过

生态系统思考的方法多发现一些快乐。�

• 第二章“绿色技术解决方案”�的内容对应公式中的 T，即 Technology�（技术），表示多

发展一些绿色技术。�

• 第三章“生态商业解决方案”，对应 a，即 affluence（富裕），表示从发展生态商业中获

得的财富”。�

• 第四章“绿色新政改革方案”，对应公式中的分母 P，即 Population（人口）。代表人口

控制并延伸至那些亟待改革的人类社会规章制度等。�

• 第五章“创想一个绿色的未来”，对应公式左边的 If，其中的“I”，即 Impact（影

响），下标“f”，即 future（未来），“If”表示在综合了以上所有措施后，创想一个绿

色的未来世界。�

����可见，这个公式赋予环境影响完全积极的意义，而且所有影响因素都是可执行的。公式两

边用阳光连接起来的是绿色未来共存的两个循环，它指出绿色世界的核心状态。书中编号为

A1222 的文章对这两个循环是这样描述的，“一个是生物新陈代谢，也就是生物圈、自然循

环；另一个是工艺新陈代谢，也就是工艺圈，也就是工业循环。如果设计正确，人类生产的所

有产品都将安全地、可持续地融入这两个循环系统。”�

��进一步观察我们还不难发现这个公式体现了明显的跨界交叉的特点。比如 T 中所包含的可商

业化的绿色技术，与代表生态商业带来的财富 a 交叉；H 中所包含的如何在促进商业与自然和谐

相处中获得更多快乐，也与 a 交叉；P 延伸至以改变商业的经济政策为重点的绿色新政方案，还

是与 a 交叉。而 f，对绿色未来的渴望，则与公式右边所有类型的解决方案交叉！阅读本书的过程

中假如您继续深究下去，类似的跨界现象将频繁出现。这一切道出了让世界变绿的真谛：生态商

业是关键，跨界合作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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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生态系统思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解决危机无法求助于产生这一危机的思维方式”。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1�现代人如何融入自然？�

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人类仅仅是其中一个年龄较小但很聪明的孩

子。我们对待自然本该像对待母亲那样去理解她、回报她，而不是不计后果的掠夺。自然界里还

有许许多多生物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在这颗星球上生存了上百万甚至上亿年之久。人类面对困难所

具有的坚忍不拔，它们有；人类内心逐渐膨胀的狂妄自大，它们没有；它们懂得用各种巧妙的方

式将生命活动融入自然循环，我们对此却越来越陌生了。在这点上，无疑其他物种身上有很多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部分的内容包含了现代人如何透过机器大生产的屏障去观察自然，

触摸内心，既向自然学习也反思自己，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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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从其他物种身上获得启示�

1.1.1.1 从蜜蜂和植物的视角看世界 

�

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那就是从植物或动物的视角去看世界。不必像庄

子那样梦见自己变成蝴蝶，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在现实中去观察研究周围的物种，看看我们和它们

之间有什么异同。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有一天在自家庭院里种马铃薯时，就顿悟

出了自己和蜜蜂一样“自负”，都只是在替其他物种传播基因罢了。从蜜蜂的视角看，以为自己

在挑选花儿，可以自由自在地飞到某朵花里去采集蜂蜜，然后飞到另一朵花那去。而从植物的视

角看，其实是花长期进化形成的特定的颜色、气味、形状等诱惑了蜜蜂，巧妙地让蜜蜂帮它们传

播基因。�

我们得知人类基因实际上只有 2.3 万个，而稻米的基因数却是 3.5 万个。其实，自然界存在着

很多种生物，其复杂程度、精密程度都令人叹为观止。到底谁是更精细更高级的物种呢？迈克尔•

波伦认为大家都各有优势，只是进化依据的路线不同罢了。这个说法和达尔文的生命进化树同出

一辙，他把地球上生物的进化描述为一颗不断长出分支的大树，经过历史演化后的所有生物都处

于这颗树的末梢。如今，我们拥有工具、情绪和语言，其他物种也拥有自己的生存优势和武器！

而且它们有些已经将其完善到我们远远不能想象的境界！�

网络查询编码：A1111�

参考及延伸阅读：TED【4】会议上的演讲视频 Michael�Pollan�Gives�a�Plant's-Eye�View，迈克尔•保兰的网站

www.michaelpollan.com，及维基百科【5】（www.wikipedia.org）上关于“gene”词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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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水藻给人类发来“变”的信号 

�

大卫•铃木（David Suzuki）[7]博士和其他生态学家都曾通过水藻 30 天从生长到灭亡的事件，提

醒我们要更加谨慎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某种失衡条件下，当水藻占据一个湖时，它

们是呈指数式增长的，数量每 24 小时翻一番。到了第 30 天的时候，它们已经夺走了水中所有的

氧气，杀死了所有其他生物，而其自身和整个湖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想象一下，第 29 天时，水

藻只是覆盖了湖的一半。要是不考虑其隔天数量增加一倍的性质，似乎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相对

而言，人类作为单一物种，不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也在呈现指数式增长，我们现在处于第几天呢？�

从人类至今大规模掠夺资源的行为方式来看，人走在和水藻 30 天历程同样的道路上。理论上即

使我们能够通过技术手段把地球上现有的燃料、水和食物的供给量和利用效率提升到极限，实际

上这些措施仍然没能真正解决问题或改变问题的性质，不能为生命的延续争取到多少时间。唯一

的出路就是改变！在尽可能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创造力，改变人类对

待自然的方式，构建生态商业系统，重塑一个在阳光下持续发展的未来世界！�

网络查询编码：A1113�

参考及延伸阅读：The�Ecology�of�Commerce:�A�Declaration�of�Sustainability《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

言》【1】，大卫•铃木博士的网站 www.davidsuzuk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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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生态商业的滚雪球效应�

1.2.5.1：模仿雨林生态系统经营企业 

�

三菱电机公司美国分公司前总经理木内多知（Tachi�Kiuch）曾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叫

《我在雨林中学到的》，他说：“我学到的有关商业的 重要的课程，并非来自企业，而是雨

林。”他在演讲中解释道，雨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企业都更有生产力，它是众多动植物的家园，

陆地已知物种有 2/3 以上生活在雨林中，这些生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相互依存，并不断地

使整个雨林生态系统运行得更加高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像雨林那样经营企业，我们会多么具

有创造力，多么有益于生态！�

在商人眼里雨林的价值就是树木。实际上这些并不是雨林的 大价值。雨林 大的价值在于它的

“生态设计”。商人把雨林的树木砍光也就把雨林 宝贵的“生态设计”给毁了。未来企业的成

功将越来越依赖于商业设计的好坏，使它能够象雨林那样在有限条件下发挥极大的生产力。那么

如何开始呢？木内多知认为需要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开放视野，将经济、文化、环境的成本

和企业利润联系起来；然后，基于看到的事实采取行动——看到成本就降低成本、看到利润就提

升利润、看到需求就满足需求。总的来说，未来商业的价值体现在塑造商业的“雨林”。�

���������������������������������������������������������������������������������������������������网络查询编码：A1251�

参考及延伸阅读：The Dance Of Change – The challenge to sustaining momentumin learning organizations 《第五项修

炼-变革篇》【19】，以及发布在 Future500（www.future500.org）网站上的文章：What I Learned in the Rainforest: 

Lessons for World Environmen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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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太阳能热水器为城市每年节约 3.48 亿度电 

 

相对利用太阳能板把太阳能转化成电能来说，直接把太阳能的热量利用起来就简单多了。太阳能热

水器正是这样工作的：直接把热水器吸热管内上面的水加热，与下面的冷水形成温差，热水上升冷

水下降，形成内循环，从而把管内所有的水加热。同时，上面的热水存进储水箱，下面的冷水不断

补充。这样白天就可以把一整天要用的热水都装满在储水箱里了。山东日照市从 2001 年实施清洁

能源战略，截至 2007 年，这个有着大约 300 万人口的城市，99%的城市家庭及 30%的农村用户都

已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全市年节约用电量共计 3.48 亿度。 

相对而言，另外两种形式的热水器则需要耗费大量能源，一种是天然气热水器，另一种是电热水

器。以电热水器为例：假设一次淋浴需要的热量为 2800 个热单位，电线从发电站把电输送到家里

的过程损失了 400 个热量单位；电厂燃烧煤产出电的过程损耗了高达 6800 个热量单位。换句话

说，一个人淋浴所需的 2800 个热量单位需要开采 10000 个热量单位的煤才足以供应。既浪费自然

资源，又浪费电。这种情况在日照被完全改变了。市场上太阳能热水器的价格和电热水器在同一个

水平上，用户不需要政府动员就自觉地选择太阳能热水器，为家里省下不少电费，也为环境节约了

资源。 

网络查询编码：A2218 

参考及延伸阅读：UNEP Climate Neutral Network【40】上发布的案例文章 Rizhao；World Watch Institute【22】上发布的文

章 Mainstreaming Clean Energy: Achievements in Rizhao, China，及来自 TNS ASIA 的 Jegu 先生提供的数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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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简化工艺省下大量成本�

2.3.3.1：反向思维新设计每年减少 99%废弃物 

�

在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of�Zurich)，每年学生在基础化学实验室进行的试验，要将价值

8000 美元的简单的纯净试剂变成味道难闻的、复杂的甚至有毒的粘稠化合物。而处理这些废料还

要花费额外的 16000 美元。1988 年，汉斯·费舍尔（Hanns�Fischer）和康拉德·尤古斯特

（Conrad�Eugster）两位教授决定将试验过程颠倒过来，教会学生如何将有毒废物变回纯净的、

简单的试剂。这样相当于两头省钱，学生们还因此自愿利用他们的假期时间去收集废物。到了

1991 年，实验室所需要的原材料就供不应求了。��

从那以后，实验室每年产生的残渣只有几公斤，相当于每个学生每年的实验只产生 100 克废料，

比原来降低了 99%，并相应节约了 20000 美元成本。后来雇佣这些学生的化工企业发现，可以从

工艺过程革新中获得多方面的好处。比如，企业采纳学生的建议，用聚氧金属化合物代替氯气作

为漂白剂，减少纸浆厂产生的废水，提高工艺过程用水的回收率，并且节约一半的用电量。这些

学生显然可以将这些实验室积累的知识学以致用，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率也因此提高了�！�

��������������������������������������������������������������������������������������������������������网络查询编码：A2331�

参考及延伸阅读：�Natural�Capitalism:�Creating�the�Next�Industrial�Revolution�（《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代

工业革命》）【2】。更多阅读请参考该书英文网站（www.natcap.org）及苏黎世大学网站（www.uzh.ch）。



159 
 

�

2.7.1.2：多重围圈的生态农场实现惊人高产 

�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个叫 Ployface 的农场，里面包含 6 种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它们在农夫约

珥·萨拉丁（Joel�Salatin）精心设计的多重围圈共生环境中生长。整个流程很有意思：牛在其中一

个围圈内吃草，草地马上面目全非。3 天后，农夫把一个装满了 350 只产卵鸡的笼子拉到圈内打

开门，鸡如潮水般涌出来，向牛粪走去。它们在里面寻找蛆、虫、蝇之类的幼虫。等 3 天是因为

经过这段时间幼虫已经长成鸡的可口食物，但是不能多等 1 天，否则这些幼虫孵化了就麻烦了。

这些鸡在四处跑的过程中，粪便也散播开来，这种含氮丰富的粪便成了这片土地良好的肥料。�

仅仅几周时间，这片草地就恢复了勃勃生机。接着农夫如法炮制，再次放牧，收割，再引入另一

个物种，比如羊羔。这是一个非常高效多产的系统，在 100 英亩的土地上，它收获了 4 万磅牛

肉，3 万磅猪肉，2.5 万打鸡蛋，2 万只烤雏鸡，1000 只火鸡，1000 只兔子——�鉴于“让地球

人都吃素”这样的提议并不现实，看看在 100 英亩土地上的收获，每个物种各取所需，充分发挥

生理上的特殊性再加以应用。这是一种可能让地球重现活力的方法，其中几乎没有使用高科技，

除了那几个便宜的带电的栅栏。�

网络查询编码：A2712�

�

参考及延伸阅读：TED[4]�(www.ted.com)�网站上发布的演讲视频：Michael�Pollan�gives�a�plant's-ey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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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4：采用生态商业战略使酒店扭亏为盈 

�

北欧 Scandic 连锁酒店 1992 年已陷入连续 3 年亏损 2 千万美元的困境。之前 10 年他们的市

场竞争策略主要集中在诸如提供彩电、熨衣板等有形差异上，但所有尝试很快就被竞争对手模仿

了。后来他们实施的一项市场调查显示消费者宁愿选择他们“喜欢”和“尊敬”的宾馆入住，公

司的品牌价值成为影响顾客选择的关键。1994 年，Scandic 公司高层采纳了自然步骤（the�

Natural�Step，TNS）组织提供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原则，18 个月内开展了由 64%员工参与的

1500 多项活动。媒体对此进行跟踪报道，Scandic 品牌知名度半年后从 30%上升到 60%，到

1997 年销售增长 26%，实现扭亏为盈。�

起关键作用的 TNS 可持续发展原则包括：（1）�在商业决策中优先考虑环境因素；（2）�在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不断提升质量；（3）淘汰对环境有害的材料；（4）与员工、供应商和顾

客分享知识。这些原则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包括与供应商开发新的香波供应系统，结果减少了 40

吨香波和 11 吨包装材料的使用量，并降低运营成本……�这些行动既有益于公司，有益于社会，还

大大提升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顾客忠诚度。从那以后，Scandic 酒店再也没有间断过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目前，这家企业是北欧 大的连锁酒店，拥有 125 家分店，年营业额约 5 亿美元。�

网络查询编码：A3124�

参考及延伸阅读：发布在 The�Natural�Step【85】网站（www.naturalstep.org）上的案例分析：Scandic�Hotels、

Scandic 公司网站（www.scandichotels.com）及其专注于可持续的子网站（www.scandic-

campaign.com/bett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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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让生产者承担环境成本�

4.1.1.1：“庇古税”促进企业降低成本，关注环保 

�

当“市场”这个古老的词语被附加在“经济”这个现代术语前时，我们会满意地看到：世界上

竟存在着无须政府干预就能够如此有效发挥作用的力量。�如果自由市场真是十分地有效，那么当

它影响到环境时，整个经济情况为什么又是如此地无效率呢？答案很简单：市场善于定价却不能

认识成本。等待市场自身去认识生态成本，我们等不起。 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政府出面干预，

使企业的外部成本内在化。这一思想的创始人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在 1920 年所著的《福利

经济学》一书中说，对生产商强行收税，使它与企业逃掉的成本或未负担的费用相当。�

庇古举例说，一家燃煤工厂附近一座房子的油漆提前剥落了，这应该是由生产商支付的外部成

本。有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把“庇古税”看成是一种“罪恶”税而不以为然，认为不应该用税

收的形式“默许”他们继续危害环境。不过，这种批评可能低估了企业内部的动态变化。将成本

并入到定价中去的目的不是为污染者提供一条收费的大道，而是一条革新之路。制造商降低这些

成本 有效的方法不是把这些费用外部化，而是实施更优的设计方案。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有选

择清洁能源的余地，它不会增加社会消费者的整体花费，而是让各种费用发挥作用，以便消费者

和生产商能够明智地做出反应。�

��������������������������������������������������������������������������������������������������������网络查询编码：A4111�

参考及延伸阅读：The�Ecology�of�Commerce:�A�Declaration�of�Sustainability《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1】、维基百科【5】（http://wiki.mbalib.com）上有关“Arthur�Cecil�Pigou”�（庇古）的词条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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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3：巴西绿色新政使贫民窟变成宜居城镇 

�

巴西库里蒂巴（Curitiba）市 20 世纪 70 年代时还是一个只有 50 万人口的贫穷小城镇，当时被

任命为该市市长的建筑师雅伊梅·勒纳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垃圾问题：街道太窄卡车进

不去，而垃圾的堆积又引来老鼠和导致疾病等。勒纳采用的措施就是在贫民窟周围放上回收箱，

花钱收居民的垃圾。然后对分拣可回收垃圾的人则发放对应搭乘城市交通的资费，对拿走用作农

肥的有机垃圾的农夫，则发放日后可交换粮食的收条。这样做促进了废物的循环利用，使贫民窟

往清洁、节俭的方向前进。�

这些措施还体现在：小孩子成了垃圾收集和分拣高手，甚至能分辨出 PET 瓶是低密度还是高密

度。交通资费则给了穷人走出贫民窟去城市里找工作的机会。该方案理解起来实际上很简单：从

垃圾回收利用中获得的钱，与无须派卡车进入狭窄街道省下的钱加在一起，构成了乘车的资费。

类似的许多政策成功实施以后，全市营造了一种绿色创新的氛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库里蒂巴

市的面积是 1973 年的将近 3 倍，完全自给自足，繁荣而清洁。这座城市也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

城市规划的里程碑，并成为荣获联合国“ 适宜居住的城市”称号的首批城市。�

网络查询编码：A4123�

参考及延伸阅读：The�Ecology�of�Commerce:�A�Declaration�of�Sustainability《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
【1】。及发布在《科技日报》[61]上的文章：巴西生态之都——库里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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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积极有效地控制人口�

4.2.1.1：泰国全民参与控制人口，摆脱贫困 

�

40 年前的泰国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1974 年泰国平均每个家庭有 7 个孩子，人口增长率高达

3.3%。要改变这种现状非常困难，当时国家没有扶贫计划，医生也很少。米猜·维拉瓦亚（Mechai�

Viravaidya）决定行动起来。他的办法就将目标人群变为解决方案，将节育理念和安全套的发放融

入到叫卖的商贩、执勤的警察、咖啡馆的营业员、学生、护士、�宗教人士、军队等老百姓中去。

随后他创建了“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PDA）“，为小学生开发益智游戏，为女孩设计安全套头

饰、为乡村妇女提供乡村小额贷款等。在抗击艾滋病活动初期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他甚至从军

队那借用 300 个电台进行宣传。�

米猜将安全套称为“泰国的郁金香”及“大规模保护性武器”。所有参与的人很开心，因为大家认

识到这既是在帮助别人也在帮助自己。 终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改变贫穷的现

状。用米猜的话说，他们采用的是可口可乐策略，是所有人共同出力的结果。新一届政府也和�米

猜一起行动，新任总理担任国家艾滋病协会主席并将预算提高 5 倍。通过全民参与，2000 年的统

计表明，泰国每个家庭从平均 7 个孩子减少到 1.5 个，人口增长率从 3.3%降低到 0.5%！根据世界

银行及联合国数据，他们的行动拯救了 770 万人的生命，艾滋病新增病例降低了 90%。�

网络查询编码：A4211�

参考及延伸阅读：TED【4】�(www.ted.com)�会议上的演讲视频：Mechai�Viravaidya：How�Mr.�Condom�made�

Thailand�a�better�place，及人口与社区发展协会的网站：Http://pda.or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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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通向绿色未来的新尝试�

5.1.2.1：全球首架扑翼飞机试飞成功 

�

达·芬奇早在 1485 年就画了扑翼飞机的手稿。1903 年怀特兄弟制作了第一架动力飞机，持续飞行

37 米，耗时 12 秒。受达·芬奇的启发，2010 年 8 月 2 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托德·雷切

特（Todd�Reichert）将他设计的名为 Snowbird（雪鸟）的扑翼飞机用脚泵送上了天。这架飞机

无需安装引擎，它在空中就像飞鸟一样扑打着翅膀，仅靠空气驱动持续飞行 145 米，耗时 19.3

秒，平均时速 25.6 千米/小时。该飞机采用碳纤维和轻质的巴尔杉木，重量只有 43 公斤，但它的

双翼长达 32 米，可与波音 737 相比拟。�

这架飞机起飞的时候，汽车在前面牵引并扫平道路上的障碍。之后驾驶员利用脚泵的力量让飞机

的双翼模仿飞鸟的翅膀摆动，使飞机完全脱离地面。让飞机尽可能轻是为了减轻飞机拍打翅膀时

遇到的空气阻力。它的设计者及驾驶员托德在起飞前的那个夏天里，让自己的体重减少了 8 公

斤。其实，就像托德说的：“雪鸟并不是一个实用的交通工具，该项目是为了启发人们能够更充

分地利用自身的力量和思想上的创造力。”这两点恰恰是建设一个绿色未来世界所必需的。之

前，也有扑翼飞机面世，但基本上都是滑行而不是飞行。�

网络查询编码：�A5121�

参考及延伸阅读：发布在 BBC【9】网站(bbc.co.uk)上的文章和视频：'World's�first'�ornithopter�takes�flight，以及发

布在 Canada�Press（thestar.com）上的视频：Flapping�into�avi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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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居住空间逐渐融入自然 

5.2.1.1：“绝妙树居”是“种”出来的  

�

美国建筑师米切尔·乔金姆（Mitchell�Joachim）在 TED【4】会议上向世人展现了“Fab�Tree�Hab

（绝妙树居）"的创新设计。他说这个概念来自园林设计而不是传统的建筑设计。这种房子的基础

框架用幼树的枝条编织而成，形成拱门、格子、屏风等形状。之后经过若干年生长成适宜人类居

住的房子。这些树枝 终会长成稠密的外壳，所有缝隙将被土壤和新生的枝条所填满，形成自然

的盆景外墙。内墙由粘土和稻草混合制成，形成室内和室外的隔离墙，并保持室内的湿度。朝南

的窗户采用大豆做的材料制成，冬天可以保温，阴凉面的落地窗户在夏天能够吹进凉风。屋顶可

用来从外界收集水分。�

另外，人类产生的废水通过室外的细菌池塘进行净化，在那里，鱼和草可以消化掉有机垃圾。来

自美国俄勒冈州擅长用嫁接技术生产有生命家具的理查德·雷阿米斯（Richard�Reames）说，在

热带地区，树木长得很快，几年这样的房子就可以长成了，在气候比较温和的地区则可能需要几

十年。米切尔·乔金姆在加州进行一项试验，使用的材料一半是回收的，另一半是可生长的，包括

草、植物和土壤等。他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个绝妙树居的创想完全付诸实施，使人类的家园不再干

扰周围的生态系统，而是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说：“设计只是引导，自然界的生命力完成剩下

的工作。”�

��������������������������������������������������������������������������������������������������������网络查询编码：A5211�

参考及延伸阅读：发布在 TED（www.ted.org）【4】上的视频：Mitchell Joachim: Don't build your home, grow it!（种房

子，而不是建房子！）及发布在 Technology�Review（www.TechnologyReview.com）【36】上的文章：House and 

Gar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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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未沙卫从本书销售中获得的净收益将继续投入“让世界变绿”的信息传播及可持续发展事业。事

实上，让现实世界变绿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庞大工程，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所面临的 大挑战。相

信未来经济发展将一改以往采用单一的用低成本掠夺自然资源获取高利润的模式，而趋向于多样

化。显然本书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远远无法穷尽各种可能性。�

为了使更多绿色解决方案得以持续共享和实施，我们特别开设了 Visavis�Eco-Net（VEN）网络小

组。请发送与绿色智慧解决方案或跨界合作相关的信息至 VEN@visavisnet.com，经管理员审核

后的信息将与本书其他读者及更多未沙卫生态网络成员分享。其中比较典型的绿色智慧解决方案

信息还有可能被选为未沙卫出版物的素材，这些信息的原创作者及解决方案发明者可获得未沙卫

插画的非商业使用权。信息提供者可能被邀请参加我们组织的跨界合作小型讨论会及大型国际论

坛，甚至被邀请加入我们的创作团队，面对面地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

未沙卫将继续关注正在发生的有关“让世界变绿”的事件，与有意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分享。我

们计划邀请来自世界各地正在实践生态商业的企业、NGO、研究院等组织，以及怀抱绿色创想的

爱好者，特别是从事商业、科普、IT、视觉设计、出版、编辑、翻译等专业人士加入未沙卫下一

本书尤其是电子书的制作。让我们一起向更多的人们传递同一个信息：世界将朝着我们渴望而且

有责任改变的方向改变——变绿！如果您对制作《有个世界在变绿》系列书有独特的建议或合作

方案，欢迎发邮件至本人邮箱 echen@visavisNet.com 或登录网站 www.visavisNet.com�给我

们留言。相信当无数萤火虫聚在一起的时候，暗夜也会被照亮！�

感谢大家支持！� �

陈湘钿（Emma） 

2011 年 10 月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