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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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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由 C40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编
制，旨在推动全球各城市青年积极参
与气候行动。我们希望本行动手册能
够帮助青年领袖和城市发起并推进针
对气候变化的即时实地行动，并在市
长和青年气候领袖对抗人类面临的最
大威胁 — 气候恶化时培养他们之间
的合作精神。

本文通过参考青年气候领袖分享的 
见解和 15 个城市的投稿编制而成。 
在下面几页中，您将发现城市认为对
推进青年参与有用的重要考虑因素。
我们的案例研究展示各种有意义的青
年参与方法，这些方法推动了更多更
具包容性的气候行动，包括市级青年
气候理事会，市长和青年领袖通过这
些理事会以有效和受欢迎的方式开展
工作。

本行动手册还提供从青年气候领袖那
里收集的青年人与城市和决策者打交
道的重要技巧。这些内容在本文末尾
的附件中介绍。最后，本文提供城市的
重要资源。

我们希望本行动手册能够在城市中 
引发青年参与气候行动的经验方面
的交流。我们渴望了解哪些经验在
城市中有效，并在本行动手册的未来
版本中纳入新的经验教训。请访问 
youth@c40.org 与 C40 青年团队分
享所有想法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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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鼓励城市响应青年人的呼吁，帮助他们更有意义地参与气候政策决策过程。它为城市提供实用技
巧，帮助城市认识到影响青年生活的问题并与青年一起解决，通过案例研究展示城市如何与青年人积极合
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在波哥大，我们认识到青年充分参与规划和政策是塑造更美好未来的关键，因此我们对气候行动和规划过程
采取包容的做法。此外，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为聆听青年人的声音提供民主制度空间，我们希望环境和气候议
程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抗议是青年人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式。然而，青年不应仅通过这种方式来追究决策者的责任 — 本
行动手册为他们提供倡议的补充和战略方式。

决策者必须与青年人合作，推动政策实施气候行动，不仅在全市范围内，而且在地方和周边区域。如果有目的
地、有效地参与和授权，青年人将是推动变革的重要力量。我相信，如果更多城市积极地将青年人的观点、声
音和想法纳入决策过程，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工作将取得显著的成效。

我希望本《城市青年参与行动手册》能够促进代际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城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包容性行动。

前言 2021-22 C40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
成员
C40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独树一帜，将 14 位青年气候领袖和 6 位市长团结在一起，共同构筑未来在全球城
市实现全球绿色新政的愿景。

市长 青年成员

• C40 副主席兼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联合主
席 Claudia López Hernández 市长，哥伦
比亚波哥大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成员 Steve Adler 市
长，美国奥斯汀（北美）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成员 Yvonne Aki 
Sawyer 市长，塞拉利昂弗里敦（非洲）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成员 Phil Goff 市长，
新西兰奥克兰（创新城）（东南亚和大洋洲东
部）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成员 Anne Hidalgo 
市长，法国巴黎（欧洲）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成员 Daniel Quintero 
市长，哥伦比亚麦德林（拉丁美洲）

• Rain Bello, 菲律宾奎松市

• Marie Chureau, 法国巴黎

• Maureen Damen, 塞内加尔达喀尔

• Ayantika Dutta, 印度加尔各答

• Pamela Escobar Vargas, 墨西哥墨西哥城

• Saoirse Exton, 爱尔兰利默里克

• Dilan Gohill, 美国洛杉矶

• Ghislain Irakoze, 卢旺达基加利

• Asheer Khandari, 印度新德里

• Dohyeon Kim, 韩国水原

• Jade Lozada, 美国纽约市 

• Djivenson Macius, 海地太子港

• Juliet Oluoch, 肯尼亚内罗毕 

• Khadijah Rana,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波哥大市长 
Claudia López
C40 副主席兼全球青
年与市长论坛联合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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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气候正义]“坚决要求从讨论温室气体和冰川融化转变为民权运动，重点关
注最容易受到气候影响的人民和社区。”

– Mary Robinson，爱尔兰前总统兼长老会主席

“没有种族正义，就不可能有气候正义。如果不能涵盖所有人，那就不是真
正的公平。”

– Vanessa Nakate，气候活动家

在新冠疫情期间，80% 的青年人同意以下说法：“我的政府应该将加快气候
行动作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关键目标。”

– 全球塑造者社区和世界经济论坛报告，2021 年

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将决定我们将留给子孙后代什
么样的世界，以及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自然灾
害、资源短缺等危机的数量持续上升，全球各地的极
端天气事件变得愈加严重和频繁。更糟糕的是，那些
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人却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
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新一波青年气候领袖呼吁
紧急采取变革行动，遏制气候恶化，构筑一个绿色、
公正的未来，前所未有地关注气候危机。

市长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更多
事情来避免气候危机。按照 1.5°C 的目标实施气候
行动意味着在今天尽我们所能减少排放量，并在全
球范围推动现今的经济改革所需采取的行动和资
源，以营造一个绿色、公正，并对所有人有效的环境 
— 包括向发展中国家 (Global South) 提供急需的
资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C40 市长必须与包括青年
领袖、工会、商业领袖、民间社会团体以及地区和国
家政府在内的众多行动者联盟合作。C40 全球青年
倡议将在建立这一联盟和支持城市与青年气候领袖
合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青年人呼吁在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中纳入、传递和
体现他们的声音。通过让认识到这场危机紧迫性以
及跨行业跨代活动对确保气候正义的重要性的政府
各级青年人 — 包括城市中的青年人 — 成为政策设
计、实施和评估的正式合作伙伴 — 城市能够进一步
加快步伐，建设更加公正、包容和公平的社会。

C40 市长和气候运动的青年领袖正在共同努力， 
制定一个未来可以在全球各大城市实现的 
全球绿色新政愿景。

为青年人提供空间，让其作为正式伙伴有意义地参
与气候变化决策过程，有助于在城市中宣传和改进
气候行动计划。新冠疫情对青年人的教育、就业和心
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疫情期间，尽管青年人竭
力在网上进行组织和动员，他们仍感到被孤立，无法
走上街头宣传或制定决策，从而无法参与解决气候
变化相关问题。

在世界各地，青年人要求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以
确保实现公正、可持续的未来。作为最年轻的一代，
他们的生存环境危机重重。青年人已将气候危机列
入全球政治议程，要求全球领导人以公平和公正的
方式响应并采取行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的市长们
听到了这一呼吁并同意：我们必须勇往直前，雄心壮
志地推进改革，以改变导致这场危机的现状。

城市在支持青年人积极参与和互动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城市可以通过有意义地增强现有青年参与平台
的功能或在城市中发展青年气候理事会，为青年气
候领袖赋予权力。

纵观青年气候运动，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
做得并不到位，人们普遍感到愤怒和失望 — 截至 
2021 年 10 月，预测全球仍将在本世纪末发生温度
升高 3 度这一毁灭性事件。青年人热衷于通过合作
解决这一问题，但对弄虚作假的方式和拍照机会持
谨慎态度。青年人希望有机会为整个社会和气候做
出贡献。

城市有机会为青年人创造空间，让他们在地方级 
气候行动规划中有所作为，并帮助他们提高采取 
行动的呼声，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将气温升高保持在 
1.5 度。

有些社区可能因为在相关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历来
较低而对气候行动过程失去信心，通过让青年人积
极参与对他们有影响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的决策
过程，城市可以赢得这些社区的信任。

旨在实现有意义的参与和参与性决策的青年理事会
或同等平台可以成为接受青年人意见和反馈的有效
途径。为了实现有意义的青年参与，需要提供适当的
任务、能力培养和支持青年观点，以及认同许多青年
气候活动家在解决气候问题方面拥有专长和兴趣。

通过积极参与和赋权，青年人将能够支持城市制定
在所有社区产生共鸣的气候行动计划。通过为青 
年参与营造令人鼓舞的环境，城市将更好地理解边
缘化声音关注的问题，并将其转化为有意义的气候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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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气候领袖接触应始终持真诚的态度，并赋予其权力。考虑到城市环境和当地青年人的组织方式各不相
同，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实现。例如，一些城市可以建立一个正式的“青年气候理事会”，而在另一个城市，与
现有的青年气候组织联盟合作可能更有效。一定要了解当地情况，并直接向青年人咨询他们希望以何种方式
参与。

有效的青年参与必须具有意义 — 这将有助于为城市提供最佳机会，以加强联盟，促进气候行动方面的合作。
这意味着青年人的贡献必须对城市的决策产生真正的影响，并帮助产生成果 — 他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是
如何发生的。

城市应考虑为青年人提供空间，通知其与高层官员和代表直接交谈的讨论议程，从而在会议中发挥作用。城
市还应致力于帮助青年人进行自我组织，并为他们进行自我组织提供实际或虚拟空间，从而在与城市领导人
开会时提出充分的意见。

吸引青年气候领袖参与的重 
要考虑因素

1. 让青年人带头

“青年人是当今的气候领袖，是时候与他们一起利用科学知识、采取紧急行
动、扭转气候危机。最理想的政府会赋予青年人领导权，洛杉矶便通过市长
气候行动青年理事会提高了青年人的发言权。通过让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大
声说出自己的想法，要求我们以坚定的信念、无上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行动
拯救地球，我们可以确保气候解决方案反映那些知道未来属于他们的人的
观点。”

– 市长 Eric Garcetti，C40 主席兼洛杉矶市长

Mayor Garcetti C40 World Mayors Summit 2019 © Sarah Bastin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与青年合作，建立青年气候理事会或同等机构。

使青年人能够帮助共同制定会议议程。

与青年人讨论他们希望如何选择或选举青年成员。

安排青年人和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议。

为青年提供促进或共同促进会议的空间。

为青年活动家提供实际或虚拟会议空间。

至少有一名专业的城市工作人员负责领导青年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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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气候行动青年理事会的一
个亮点是各理事会成员能够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将城市中各色
各样的青年互相联系起来，分享经
验，发展关系，并为未来的合作奠
定基础。理事会成员与政府领导层
的接触也是这一动态过程的延续。
通过参加会议，双方的观点都发生
了改变，促使青年和政府官员产生
了不同的看法。”

– 洛杉矶市

美国洛杉矶
案例研究

2019 年洛杉矶建立了市长气候行动青年理事会
(MYCCA)。该理事会被定义为青年领导与政府领导
之间的重要桥梁。这群青年人通过制定每年的计划
和目标来支持城市的气候行动议程，帮助推动伟大
的气候行动，提高认识，并让城市居民参与气候解决
方案。MYCCA 成员任期一年，理事会会议由市长的
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办。此外，理事会会议召开期间
还会举行小组会议，以处理具体项目。理事会成员还
会参加非现场会议，以查看和详细了解可持续发展
倡议的真实案例。市长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会议以了
解最新情况，并积极让青年气候领袖参与城市的气
候承诺相关决策。市政府、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当地企
业的领导也受邀定期参加理事会会议。

MYCCA 最近也启动了洛杉矶气候故事倡议，通过讲
故事的方式提高人们对气候变化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以及人们采取的应对行动的认识。

秘鲁利马
案例研究

青年是利马多元文化的代表，在丰富对话内容、为城
市决策过程带来新思想、创造力和激情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20 年，在利马地方气候变化计划设计过程中，共
有 33 个青年组织通过一系列研讨会提供看法和意
见，重点是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纳入气候变化计划，
并为制定该计划的 2050 年愿景奠定基础。为了让青
年持续参与利马地方气候变化计划，利马政府还专
门制定了长期工作计划路线图。路线图包含治理、教
育和沟通方面的关键行动。

为了兑现这一承诺，自 2021 年以来，面临气候变
化的秘鲁青年 (Peruvian Youth Facing Climate 
Change) 组织加入首都利马环境委员会 (CAMET) 
成为青年代表。在 CAMET 行动中，青年积极参与大
都会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技术小组，并通过该论坛支
持与城市气候管理相关的战略、项目、条例和法令。
通过该论坛，面临气候变化的秘鲁青年能够阐述没
有在 CAMET 发言的青年组织的问题、意见和贡献。

此外，还建立了一个每年参与地方气候变化计划的
正规场所 — 方便青年积极参与，并为青年人提供机
会，让市长参与进来，了解他们对地方气候行动议程
的建议、观察和关注事项。

Lima © Myriam Borzee / Getty Images

Los Angeles © Ron and Patty Thomas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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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青年气候运动正以多样化的方式开展，这是一大优势。全球南方和全世界边缘化社区涌现出大量青年
气候领袖，为更广泛的气候运动提供宝贵的观点和技能，妇女和女孩也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这种影响力令
人难以置信。

因此，城市一定要确保青年参与倍受欢迎。城市应确保为不同性别、种族、社会经济背景、性取向和能力的人
提供青年参与场所。

青年人可能会提出不同于城市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我们鼓励城市倾听这些观点、亲自研究，并以尊重的方式
展开互动，考虑这些新观点给气候行动带来的帮助。

我们建议，各城市还应主动监测所接触的社区和地方组织，然后确保努力增加与未接触的人或团体进行 
互动。

C40 制作了一本包容性社区参与行动手册，可帮助您顺利参与。城市中也可能有参与专家 — 无论是城市官员
还是当地社区团体 — 他们可能会为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团体提供一座桥梁。

新西兰奥克兰
案例研究

奥克兰有一个专门的青年赋权团队，在理事会内部
和整个社区支持在青年参与和青年发展方面进行能
力培养、知识共享和最佳实践。理事会还支持一个 
青年领导项目，该项目主要由 14 至 16 岁的青年人
组成，致力于实现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在制定 Te Tāruke-ā-Tāwhiri 奥克兰气候计划的过
程中，理事会与该市主要的青年气候组织进行了合
作，同时特别关注并专门提供资源，让 rangatahi 
Māori（土著青年）参与进来。此外，不仅青年人通过
该城市的青年咨询小组参与该城市的气候计划，青
年罢工者也受邀参与协商过程，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们的优先事项。奥克兰气候计划于 2020 年通过，纳
入了青年的反馈意见，确定了青年应采取的一些具
体行动，并在计划中对青年进行监管。

在当前政治任期内（2019 年至今），气候变化仍然是
一个经久不衰的优先事项。该市最近通过了 10 年
预算（2021-2031 年），其中包括为新的气候倡议制
定的一系列耗资 1.52 亿美元的气候行动一揽子计
划。10 年预算中的青年参与包括与区域青年组织合
作，提供有针对性的青年友好型社交媒体活动和网
页，以提高认识和鼓励青年提出意见。在耗资 1.52 
亿美元的气候行动一揽子计划中有 600 万美元用于
与 rangatahi Māori 一起开发和实施与其气候行动
优先事项一致的项目。该项目目前处于初始设计阶
段，其关键行动可能包括关注恢复水道和自然环境
以及促进土著粮食主权的项目。理事会投资一个主
要研究土著知识的项目，表明他们根据《Te Tiriti o 
Waitangi》（新西兰的创始文件）与毛利人合作的一
贯承诺。

Auckland © Anastasia Ras / Getty Images

2. 包容和公平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在所有青年参与会议和外部交流中明确表示，欢迎并鼓励不同背景和身份的青年参与。

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任何青年参与结构彰显所在城市青年的多样性和人口结构，例如考虑设定目
标，为被边缘化和没有什么发言权的群体使用配额，以更好地促进他们的参与。

在图上标出您可以在当地城市参与的青年和民间社会组织。

倾听青年人的意见，确保他们的观点得到承认，并有意义地参与其中。

考虑通过帮助突破任何障碍（如协助支付旅行和互联网数据费用），让边缘化背景的青年人充分参与。

1312

https://www.c40knowledgehub.org/s/article/Inclusive-Community-Engagement-Playbook?language=en_US


巴西萨尔瓦多
案例研究

参与城市决策过程的青年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参
与时事政治，从而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交网络的使用
提高了影响力，这是当代青年的一个显著特征。

萨尔瓦多没有任何关注气候的青年理事会，但它有
萨尔瓦多市青年理事会 (COMJUV)，这是一个常设
的联合机构，具有咨询和监督职能。目前与市妇女、
儿童和青年政策秘书处有联系。该理事会负责代表
该市的青年群体。

该理事会还包括来自不同运动和民间社会组织
的代表。其中包括宗教、青年、艺术、文化、种族平
等、LGBTQ、性少数人群、企业家、政党政治实体以及
残疾人/行动不便者。

利用 COMJUV 的社交网络，特别是在整个流行病期
间，通过讲座宣传、宣传活动和调查，接近萨尔瓦多
青年。该理事会的代表力求营造一个有利于青年参
与各种问题和主题的市政环境，并促进与该区域其
他理事会和青年网络的联系。除了活动宣传外，官方
网络还提议就直接影响青年的当前相关问题进行辩
论和讨论。这种联系旨在更好地了解青年的看法和
问题，并鼓励其增加市政决策过程方面的社会参与。

除了市青年理事会外，SECIS（城市复苏和可持续发
展秘书处）还与 Plant for the Plant 等组织建立了
伙伴关系， Plant for the Plant 是一个由青年人领
导的机构，通过植树和担任气候危机大使，帮助教育
和培训儿童和青年人应对气候危机。

市青年理事会作为一个青年参与平台脱颖而出，有
可能在人口结构多样的城市进行复制和推广，解决
各类市政策问题。

Salvador © jeilson / Getty Images

3. 使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工具促进参与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在城市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重要青年活动和事件的新闻，例如青年气候罢工及其重要活动信息。

考虑通过各种参与方法来获得反馈，即避免只使用调查来吸引青年人，并考虑促进面对面或虚拟
对话。

相应地，市长可以亲自或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发表提供支持的演讲或宣传青年活动。

促进社交媒体活动，允许青年围绕当地或全球重要事件直接在城市社交媒体渠道上分享信息，或仅
出于教育目的分享信息。

年轻一代通常在技术领域拥有更多的经验和数字读写能力。城市应该探索如何充分利用数字工具和社交媒
体更好地与青年人合作。

市长办公室的传媒专家可能会对与青年人的交往提出一些好的建议。直接与青年人接洽，并成立一个数字化
参与咨询小组也值得一试。青年人有奇思妙想，一定要倾听和考虑这些想法。

可以考虑使用数字工具来帮助获得青年人的反馈，例如通过推动一个促进青年参与的活动，或者关于城市和
青年合作的活动和更新方案。

许多气候组织已经安排了一次“青年社交媒体活动” — 青年在一天的时间内为社交媒体提出创想，以纪念青
年气候罢工或重要的气候运动等事件。事实证明，这有助于增进与青年气候领袖的关系，并在更广阔的平台
上提高他们的呼声。C40 通常可以提供关于重要青年活动的记录和简报。

还必须意识到，青年人之间也可能存在数字鸿沟 — 例如，并非每个人都能可靠地访问互联网和数字平台。可
以考虑与当地组织合作，让青年参与到服务水平低下的社区中，帮助城市了解哪些渠道或工具能发挥最佳作
用，或者城市能否帮助实现数字访问。

切记，青年气候领袖欢迎有人发表支持他们的活动的公开声明。毕竟，他们与地方领导接触的主要目的是获
得符合他们和许多科学家要求的坚定承诺。可以认为，青年气候罢工可能为城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来
支持青年，强调达成的共识，并彰显城市行动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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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
案例研究

儿童、城市和气候(CCC) 项目由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
学院 (LSHTM) 的研究人员负责，旨在了解和传达青
年人对城市的看法，并评估改善城市环境对儿童健
康的潜在好处。青年参与是该研究项目的一个核心
要素，该项目旨在让青年人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从
而能够为研究结果现身说法。

除了分析从根本上减少全球 16 座城市的空气污染
给健康带来的共同好处外*，还在利用一项在线调查

收集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儿童、青年人和父母的看法。
这项调查包括一些问题，包括青年人对他们居住的
地方的空气质量的看法，以及询问他们希望看到通
过哪些改变来改善环境。这项调查通过社交媒体招
募参与者，广告旨在吸引广大青年人，以确保呈现各
种观点。

共同好处分析和在线调查的结果将通过各种
在线和面对面公众参与活动与青年人分享，包
括活动、研讨会、讨论组和社交媒体活动（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项目
组将编制一套载有城市级调查结果的政策简报，为
青年人、决策者和其他重要的参与者提供参考。

该项目还鼓励青年人创造性地参与这一主题，例如
通过津巴布韦举办的主题为“我们在津巴布韦各大
城市呼吸的空气”的艺术、设计和音乐比赛。此外，还
会制作一段视频，展示青年人如何分享他们对这一
课题及研究结果的看法。

研究结果、视频、艺术作品和乐曲将在格拉斯哥的 
COY16 和 COP26 上展出，目的是动员更多青年人参
与气候变化、城市和儿童健康的重要决择，并影响这
方面的有效决策。

美国奥斯汀
案例研究

奥斯汀市支持青年气候活动家通过参与市级青年气
候组织，帮助制定城市的气候行动议程，案例如下：

• 德克萨斯州青年气候联合会在各级政府推动气
候友好立法。

• 青年森林理事会是一个带薪实习项目，参与者可
参与奥斯汀社区的公共活动和外联活动。

• 青年河流观察参与者将参与奥斯汀地区溪流和
河流的数据收集和发布。

由于气候行动（或缺乏气候行动）
的后果将主要作用于青年人群
体，他们参与气候行动计划至关
重要。”

– 奥斯汀市

*伦敦、格拉斯哥、米兰、奎松城、洛杉矶、内罗毕、基多、斋浦尔、布巴内斯瓦尔、达
累斯萨拉姆、塔米尔、拉合尔、达卡、弗里敦、墨西哥城、哈拉雷

London © Aaron Gilmore

4. 与各大组织合作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在图上标出可以在所在城市参与的青年和民间社会组织。考虑站在传统气候团体以外的角度思考，
考虑健康、住房和居民团体等其他团体的想法。

组织与愿意将城市与青年组织联系起来的组织召开首次会议。

为青年和伙伴组织提供资源和会议场所。

许多城市已经与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和团体建立密切联系。这些团体通常可以帮助发展和加强与青年气候领
袖及其组织的关系。

青年气候领袖可以与城市中的许多团体接触，包括活动组织、教育机构、工会、土著社区和信仰团体。因此规
划潜在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很有用。确定这些联系有助于将城市与青年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联系起来。

根据提供的支持和环境，可能需要考虑补偿合作伙伴组织。这可能意味着帮助支付组织会议的费用，例如差
旅、房间预订、餐饮和便利方面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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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汀平民保护联合会帮助受新冠病毒经济影
响的奥斯汀居民赚取收入，服务社区，并获得能
够开创新的环境事业的技能。

• Akins High School 有一个公园护林员学员计
划，通过提供一年的课程和奥斯汀市公园护林员
的实习机会来提高户外职业的公平性。

• 当地非营利组织 Ecorise 为高中生开设了一所
绿色建筑学院，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事业。

作为社区气候大使计划的一部分，青年人被确定为
优先向其寻求反馈的群体。从当地高中招募了两名
大使，收集青年对城市气候行动的反馈。

该市还通过当地非营利创意行动的 Color Squad 团
体与青年艺术家合作。这一合作的结果是青年在奥
斯汀创作了三幅可持续发展壁画。

菲律宾奎松市
案例研究

奎松市参与了世界自然基金会菲律宾分会 (WWF-
Philippines) 和菲律宾国际计划发起的全球项目，该
项目名为：“2030 年我们的城市：青年愿景和解决方
案”。通过这一伙伴关系，全市的青年人有权参与各
种活动，加深对气候变化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了解
和理解。

“2030 年我们的城市”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对新奎松
市的愿景。愿景宣言包括青年对建设一个由正直的
领导和官员治理的不断进取的和平城市的愿望和优
先事项。青年人展望到 2030 年，建设一个能够听到
青年心声，公民团结，环境卫生安全，教育、社会、 
经济和医疗服务优质，交通系统高效和技术进步的
城市。

“2030 年我们的城市”项目开展期间还举办了青年
论坛。这些活动使青年参与者有机会与重要参与者
和城市官员讨论并分享想法。论坛还为青年人提供
一个场所，讨论他们作为城市未来领袖的计划。市
政府利用其与世界自然基金会菲律宾分会 (WWF-
Philippines) 和菲律宾国际计划的伙伴关系，动员青
年成为推动可持续城市转型和气候变化的力量。

我们参加了以青年为本的 C40 活
动，我们听到了全球青年气候活动
家的发言 — 他们的观点至关重要，
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对他们这
一代产生重大影响。” 

– 奥斯汀市

“青年人参与决策提高了解决环
境管理挑战的可能性。反过来，还
确保通过一种坦诚布公的对话方
式来探讨每个参与者的期望及其
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提供创
新想法，还通过考虑他们的贡献来
表达对参与的赞赏和承诺”。 

–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虽然奎松市没有专门的“青年气候理事会”，但菲
律宾的城市和市政当局有一个代表当地社区青年
的“Sangguning Kabatan”或青年理事会。奎松市的 
Sangguning Kabatan 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和可持续
发展活动。青年人经常参与城市主导的活动和项目。
城市优先考虑包容性气候行动，因此“高度”重视青
年人的参与和贡献。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案例研究

2020 年 6 月，通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公报上
公布的一项决议，成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咨询委
员会。该委员会依据城市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环
境议程》、《关于气候变化的 3891 号法律》、遵守 C40 
以及 2018 年《埃斯卡苏协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有
关获取信息、公开参与和公正的区域性环境协议）中
所作的承诺而建立。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环境部
履行规划、完善和宣传环境公共政策的职责，并向其
提出建议。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与负责缓
解气候变化的所有政府部门进行接洽。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由青年人（18 岁以
上）和成年人组成，他们是民间社会、行业协会、私营
部门公司、大学学生中心和社会影响企业家的成员。
委员会成员可自愿参与，不同的工作委员会负责责
任消费、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区、食品可持续发展、性
别和环境，以及三重影响企业家协会。

通过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会，青年为以下举
措提供支持：

1) 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 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
府技术人员共同制定。

2） 科利亚斯法律： 一个在委员会实施的项目获得了
批准，该项目使城市中的问题突显出来，并对触犯
法律（把烟头扔在地上）的人处以罚款。7 月 9 日进
行了领土激活，并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委员
会成员一起开展了一场提高认识活动。

Quezon City © Eric William M. Sandiego / Shutterstock

Buenos Aires © anibaltrejo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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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最大努力了解青年人来自何处、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日常生活很重要。青年的经历各不相同，所有经历都真
实有效。在 21 世纪，应对气候变化和成为一名青年人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美妙的经历，而对其他人来说则困
难重重，许多人会同时收获这两种经历 — 因此，必须始终记住，青年人的生活是复杂的，与城市打交道可能并
不总是一帆风顺。青年也有各种各样的沟通方式和偏好，对某些人有效的方式可能对其他人无效 — 因此，改
变与青年人进行沟通、咨询和接触的方式是一个好主意。

一个与许多青年产生共鸣的共同概念是“气候正义”。C40 针对气候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宣传公平，因此 C40 
关于制定气候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指南在与青年人讨论时应特别有用。

近 60% 的受访青年人在最近一份全球报告中，自称对气候变化极为担忧，他
们认为气候危机对其日常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全球南方的青年往往对即将
受到的气候危机重创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焦虑感。

美国休斯顿 
案例研究

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大城市，曾在六年内经历了七次
联邦政府宣布的灾难，其中五次灾难还导致了极端
洪水。在哈维飓风（2017 年）之后，市长的复苏和可
持续发展办公室于 2020 年发布了《休斯顿气候行
动计划》(Houston Climate Action Plan, CAP)。CAP 
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同时也给出了应对气候变化负面后果的预防性措
施。该计划展示了休斯顿市将如何调整和提升其复
原力，以应对当今影响休斯顿市的气候灾害以及未
来几年可能增加的风险。

对市长 Sylvester Turner 来说，CAP 的一项重要内
容是“为后代在能源转型中从事高技能工作做好准
备”这一目标。为了支持 CAP 的实施，休斯顿市成立
了多个由社区领导的实施工作组，其中一个工作组
专门负责青年参与事宜。“青年参与工作组”是一个
面向青年的专门论坛，旨在让他们与休斯顿市和其
他工作组就气候相关挑战和解决方案进行互动，
从而支持休斯顿市努力实现到 2050 年达到碳中和
的 CAP 目标。在“青年参与工作组”的建议下，休斯
顿市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青年气候大使 (Youth 
Climate Ambassador, YCA) 计划。

YCA 接受在其社区中担任气候领袖的培训 — 宣传
气候变化影响，并从历来资源不足的社区收集关于
气候挑战和环境正义问题的反馈。除了分发传单和
直接与社区成员见面之外，YCA 还通过向儿童、青年
和成年人发表演讲来开展社区参与活动。他们的目
标是向休斯顿人宣传 CAP，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参
与其中。2021 年夏天，YCA 坚持不懈地让青年和没
有什么发言权的社区参与 CAP，这是他们努力的最
好证明。他们在吸引儿童和青年人参与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功。YCA 创建了一种教育工具：侧重于休斯顿
气候变化的演讲，

讲述个人生活轶事，从而以相关示例的形式激起人
们对气候行动的浓厚兴趣。YCA 在“休斯顿完整社区”

（十个历来资源不足的社区）的多个社区中心开展
了这一演讲。YCA 还创建了一项调查，旨在评估社区
对气候变化的体验、关注问题和反馈，
以及休斯顿市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将来，休斯顿市会
利用本次调查收集的信息来评估休斯顿人与气候变
化的关系，并利用调查结果更新 CAP 的部分内容和/
或确定其优先次序。

青年是关键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会从邻里角度理解
气候变化，并能带来独特的、更具包容性的观点。许
多人都亲身经历了过去几年影响休斯顿的灾难，因
此对休斯顿市来说，为青年提供一个发表意见的平
台和参与实施休斯顿气候行动计划的合法途径就显
得至关重要。市长 Sylvester Turner 和市议会支持
为青年建立明确的联络点，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
的想法并参与气候行动。

Houston © Art Wager / Getty Images

5. 了解青年人的处境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承认生态焦虑，并在青年参与工作中培养韧性和自理能力，例如分享帮助青年应对生态焦虑的技巧
和资源。

提供有关城市应对气候危机的战略和方法的可访问信息，以证明城市正在采取行动。

通过跨行业的气候正义视角，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

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提供费用支持和/或时间补偿，支持青年人参与，承认青年人有工作和学习的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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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是一群积极推动城市进步和转型变革的倡导者。他们与企业、劳工团体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一样重
要，并且渴望得到认可和理解。他们也处于或接近投票年龄，渴望有意义地参与民主决策。他们是真正充满热
情的城市居民，希望在塑造更好社区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随着青年气候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城市应该像
对待其他参与者一样，让青年参与城市事务。例如，定期提供让青年与高级市议会成员进行高度接触的机会，
或在处理该特定城市环境问题的高级别委员会中为青年提供席位。

英国伦敦
案例研究

2020 年，伦敦市长将伦敦青年加入市政厅在线社
区参与平台“畅聊伦敦”(Talk London) 的年龄从 18 
岁降至 16 岁。这使得伦敦青年能够参与大伦敦政
府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GLA) 政策相关问
题，其中包括有效参与伦敦市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GND) 目标、空气污染和其他在新冠疫情期间
成为伦敦青年关注焦点的问题。伦敦有一个涵盖众
多政策领域（包括气候）的青年大会，而伦敦的一些
行政区还会安排专门的青年气候大会。例如，伦敦纽
汉区曾经举办过气候大会 — 伦敦兰贝斯区的气候
大会指导小组则拥有青年议员代表。伦敦青年还通
过同伴拓展工作者 (Peer Outreach Workers, POW) 
小组帮助影响市长的政策。2006 年，伦敦市成立了
由 15 至 25 岁的伦敦青年组成的 POW 小组。市长

授权他们与伦敦其他青年人互动、激励他们并收集
他们的意见。其中一名工作者现在还是 GLA 的 GND 
顾问小组的成员，以确保伦敦青年的声音纳入考虑。
在 GND 如此重视代际公平和公正的背景下，让多元
化的青年代表参加小组讨论已成为一项重要措施。
伦敦市认真对待青年的声音，确保在尽可能多的复
苏委员会中纳入青年代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
伦敦学校的气候启动计划，该计划将通过动手实践
和有形的活动让大约 100,000 名伦敦青年参与应对
气候危机，并资助学校开发绿色示范项目。除了参与
之外，伦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还研究了 2,000 多名
伦敦青年的观点，帮助决策者了解他们在伦敦可持
续发展方面关注的优先事项。让所有伦敦人参与城
市事务，而不仅仅是让青年参与城市事务，是 GLA 
为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开展的所有工作中的一个贯穿
各领域的主题。让伦敦人踏上这段旅程是有效城市
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London © Nicolas Mc Comber / Getty Images

6. 让青年人像其他参与者一样积极参与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为青年人提供与城市其他参与者（如企业和劳工团体）相同的机会。

确保青年气候领袖有适当的机会接触城市官员。

考虑青年在高级别委员会中的代表性，特别是那些处理气候问题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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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关心的问题非常广泛。青年气候运动广泛采取跨行业气候行动方法，同时关心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正义。气候危机涉及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权、工人权利、住房权等等。这是气候正义的核心概念，让青
年人参与各种跨行业问题至关重要。例如，大量青年气候领袖参与了种族正义和生态女权运动。城市应当让
青年气候领袖参与超出气候问题严格定义范畴的协商和决策过程。除了气候行动之外，青年还可能对城市的
预算流程和支出优先事项有坚定的看法。

哥伦比亚麦德林
案例研究

麦德林市已进入启动市政青年理事会的最后阶段。
青年理事会将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旨在支持城市青
年更多地参与城市事务，并成为城市重大决策的咨
询机构。青年理事会将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促进青
年之间的讨论，并将向市政府呈上青年公民的关注
内容和建议。包容性气候行动有望成为青年理事会
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是
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女性的首要优先事项。

目前，公民参与秘书处正在与儿童和青年人接触和
合作，帮助他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采取行动。2019 

年，在通过公民参与秘书处采取的 140 项行动中，有 
30% 侧重于环境问题。这些行动包括环保节、社区清
洁和促进更好的废物管理。在地方发展规划和 2020 
年参与式预算计划中，有 49,248 名青年人参与其
中，参与人数创下了历史纪录。在计划的推行过程
中，这是青年参与水平最高的一次。对于在地方决策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麦德林市地方行政委员会，参与
的青年议员（18-28 岁）人数也在增加。自 2014 年以
来，麦德林市实施了“公共青年政策”计划，确保麦德
林市将青年视为战略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以及注重
城市和谐共处的民主建设者。例如，有 521 名青年人
积极参与了《2020-2023 年麦德林未来市政发展计
划》的制定，这是一项更加关注城市居民基本需求、
弱势群体关怀、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城市建设的提案。

7. 让青年人不仅仅参与“以青年为本”的城市
发展过程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确保青年人了解重要的城市发展进程，例如他们可能会提供反馈的城市预算。

就有关城市重要问题的进展向青年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最新信息。

认识到青年可能会参与许多运动，例如女权运动、种族和经济正义运动，并可能希望参与关于这些
问题的城市活动。

Medellín © Hispanolistic / Getty Images

2524



培养领导力技能是许多青年人参与城市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现任青年领袖可能会继续当选为官员，也
可能在其社区、国家和国际领导层中崭露头角。在下一代身上进行投资非常重要，而城市可以在培养青年领
袖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产生更大的影响。

青年人在充分参与城市事务方面需要支持。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和发展机会颇有益处，这些机会可以帮
助青年人培养技能。城市当局不妨考虑提供辅导、指导和正式培训课程，来支持青年的技能培养。这些过程可
能有助于青年更好地理解和参与城市事务。但遗憾的是，许多教育系统并没有赋予青年人参与社会和公民事
务的权力，因此提供这样的学习和发展项目非常重要。

青年人也经常会给城市带来深刻的见解。例如，他们可能会在吸引公民参与新策略的制定方面具有很好的想
法和专业知识，拥有跨行业工作方法，能够利用社交媒体取得最大成效。通过合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8. 为培养青年领导力提供机会

城市如何付诸实践

邀请外部演讲者和专家帮助为青年人提供培训和技能培养机会，例如关于青年感兴趣的政策领域
的客座演讲。

让青年了解城市的治理方式，以及他们如何参与关键流程，例如提供预算反馈。

了解青年人的学习和培训需求，努力通过提供参与机会来满足这些需求，例如通过技能培训和实践
经验积累。

给青年领袖提供合适的平台和其他机会，培养他们的领导技能和信心。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有关气候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教学纳入学校课程。

塞拉利昂弗里敦
案例研究

2018 年，弗里敦设立了旨在提高城市复原力的
区级社区灾害管理委员会 (Community Disaster 
Management Committees, CDMC)。CDMC 立足社
区，是社区参与地方级灾害和风险管理的力量来源。
青年在这些委员会中很有代表性。通过这一举措，
青年人成为实施 Aki-Sawyerr 市长的《改造弗里敦
议程》的关键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种植 100 万棵树
的 # FreetownTheTreeTown 运动。在该活动中，他
们扮演的角色是树木管理员或气候行动大使，致力
于提高社区对气候危机的认识。2020 年，在弗里敦 
300 个社区和邻近的西部农村地区 (Western Area 
Rural) 区议会共计植树 250,000 棵。在 2021 年植树
期，他们目前正在四种土地使用类型中种植包括红
树林在内的 300,000 棵树木、灌木和草类植被。植树
工作主要由 CDMC 完成，他们占到 13 个集水区和 
62 个重新造林区种植队的 50% 以上。虽然弗里敦
市没有青年理事会，但人们已认识到需要培养青年
参与气候行动的能力，需要对青年进行替代生计的
技能培训，以及让青年参与城市和社区层面气候讨
论的重要性。通过雇用树木管理员和培训气候行动
大使，弗里敦的目标不仅是实现种植 100 万棵树木
的既定目标，而且还要鼓励弗里敦青年积极参与打
造气候弹性城市。 

Freetown © viti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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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项目和协作学习为中心的积极教学法的启发
下，该学院提供一系列由巴黎市雇员和协会主导的
课程：

1. 研讨会：帮助学员更好地了解气候和环境危机，从
最广泛的意义上质疑生态转型问题（气候、生物多
样性和植被、废物减少、再利用、水资源、旅行、可
持续食品、能源、建筑等）。

2. 获取行动技能的模块：提出请求、公开演讲、集体
解决问题、解读争议、获取数字和实用技能（修复
物品、循环利用、发现生物多样性、制造日常用品
和环保时尚）。

3. 支持青年人在生态转型领域开创个人或集体项目
的课程：安装项目孵化器，促进与巴黎生态系统的
专业人员或参与生态转型领域的人员建立联系，
支持青年人寻找资金支持和建立协会等。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案例研究

瓜达拉哈拉环境局 (Environmental Directorate) 
是一个负责提出和管理地方公共气候政策的部门，
由 30% 的青年雇员组成。这些青年工作人员是积极
主动且充满活力的专家，他们对城市的气候行动表
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瓜达拉哈拉市还提供面向 15-29 岁的高中和
公立大学学生的奖学金计划。作为“超越奖学
金”(Transcend Scholarship) 的一部分，该奖学金
的获得者有望参与能力培养计划、植树以及旨在维
护公共场所的计划。

瓜达拉哈拉市将青年理事会视为加强青年参与的重
要场所，确保负责任的公民未来能够参与到更健康、
更绿色和更清洁城市的建设中。城市可以通过这种
方式与所在城市的变革者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此
外，向青年人敞开大门，让他们参与市议会公共服务
将是一项有益市政机构和城市发展的战略。

Guadalajara © Lukas Pariza / Getty Images

法国巴黎
案例研究

巴黎拥有“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巴黎
青年理事会）。该理事会旨在促进青年人参与城市工
作，例如在预算制定中提出建议。在上一个城市气候
计划的设计过程中，巴黎青年理事会针对正式提交
给巴黎理事会的计划给予了反馈。

2021 年是巴黎青年参与的重要一年，因为 9 月将迎
来气候学院的开幕。气候学院主要面向 9 至 25 岁的
青年人和家庭，旨在加深人们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
的了解，同时培养行动力。让青年人和他们的家庭在
修理、制作、分析甚至构建倡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其目标是帮助青年人树立和培养他们的公民参与意
识。气候学院通过一群致力于气候事业的青年人（“
青年联盟”）来帮助构建路线图。

Paris © Ross Helen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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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希望确保他们的需求和所关注的优先事项在气候行动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考虑。他们希望有
机会参与、了解并影响决策过程。通过建立青年气候理事会或探索真正让青年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 — 例如
通过工作组、咨询理事会或年度论坛，城市可以在塑造和推动包容性气候变化行动方面获得更好的支持。

要点

“当今的青年人面临着诸多挑战 — 气候变化、受教育机会、就业、住房。如
果青年无法从跨行业角度参与城市事务，可能会妨碍他们更广泛地参与气
候事务。”

–UMI 基金

以下是根据本行动手册需要考虑的一些要点：

1. 设立青年气候理事会
设立青年理事会或类似的青年参与机制是持续城市气候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可以通过与其他社区参
与者建立新的网络和伙伴关系来支持城市事务，从而在设计和管理地方气候行动方面为城市提供更大的支
持和积极影响。

设有青年气候理事会的城市有能力加强与青年的联系，更深入地了解青年人关注的优先事项。

建议的下一步举措：在城市和青年活动家之间建立初步的合作协议，设定期望，概述责任，并帮助培养信任度
和加强透明度。这可以成为未来合作的基础，使青年人能够塑造青年参与的形象。

2. 加强现有的青年理事会：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让青年人参与决策过程，您可能会考虑寻找新的机会和现有机会，让城市从青年的持续参
与中受益。您还应该与青年领袖联系，请他们就理事会的运作情况、他们认为理事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将
会做出的任何改变提供反馈。

Youth Climate Leaders at Copenhagen Climate March C40 World Mayors Summit 2019 © Sarah Ba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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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进与不直接参与城市事务的其他青年组织的合作和交流
城市应鼓励直接与其接触的青年人与城市中的其他青年团体建立网络和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可以支持和促进当地
的气候行动，因为它能让广大青年参与者产生影响政策过程的主人翁责任感。这也会鼓励整个城市的青年向决策者传
达更加协调一致的信息。

4. 创造培养技能和领导力的机会
加入青年理事会有助于青年准备未来的就业之路，培养重要的生活技能。通过为青年人提供学习和练习新技能的机会，
城市当局可以支持青年增强自信、能力和自尊。这也是帮助青年发现影响其社区的新方法的机会。城市当局应积极探索
为青年提供实践经验的途径，以此让青年人参与城市决策过程。

5. 利用社交媒体连接来增强认识和影响力，并在城市以外的网络中分享知识。
青年很可能拥有强大的数字技术运用能力，他们活跃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并具有高度的互联性。城市应
探索增加其在线影响力的方法，因为强大的社交媒体存在度可以为加速气候行动和提高参与度提供机会， 
例如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加强青年和公民对城市决策过程的参与、分享知识、加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 
行动。

6. 与青年合作，推动国家层面的行动，并与城市层面的气候进步目标保持一致。
虽然城市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全球领导作用，但与青年建立有意义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
进一步倡导更大的气候目标。为了实现以社会和环境正义为中心的全球绿色新政，城市应创造安全和包容的
空间，并与青年建立联盟，倡导在国家层面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行动。

7. 促进社会包容性、多样性和公平性
为了让广泛的参与者接受，纳入公平性、多样性和包容性非常重要。城市应该营造友好的环境，为每个人提供
应有的空间。在做出决策时，应征求各方代表的广泛意见，欢迎来自所有性别、种族、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员以
及残疾青年、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青年参与决策过程。

8. 为青年参与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
正如本指南中的一些案例研究所示，为青年参与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可以使青年人更有可能参与到城市事
务中，也更有意义。专门的人员或团队可以促进青年人的积极参与，并有助于城市在市政厅和整个当地社区
采取最佳做法推动青年参与和青年发展。

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在线下和数字平台上吸引青年人参与，在员工技能培养方面进行投资是值得的。您还需
要考虑维护和保护青年人的福祉，利用不同的参与渠道来满足青年人的需求。

9. 承担青年运动责任
青年人经常觉得决策者 — 尤其是国家级决策者 — 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做得不够。他们希望看到各级政府发
挥更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许多城市管理者发现，开展充满活力的青年运动，呼吁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是
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确保城市当局采取与其居民的呼吁相一致的行动。青年气候运动表明，公众非常希望
采取大胆的气候行动。

城市有真正的机会表明他们与青年气候领袖立志一致，并致力于建设更公平、更绿色和更平等的世界。城市
当局也可以向青年人展示他们是强大的合作伙伴和盟友。这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变革联盟。

USA © Willie B. Thomas / Getty Images

“城市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城市也处于创新解决方案的前沿，可以
为子孙后代带来积极的改变。 青年应是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城市社区可持
续发展的中流砥柱。我们呼吁青年要求开展他们所信奉的变革，并敦促所有
市长让青年参与城市气候行动。”

– Ishita、Sujith 和 Zihan — YOUNGO 城市工作组共同协调人。
YOUNGO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儿童和青年支持者

3332



青年人在各级政府中都展现了他们倡导气候行动的坚定决心和承诺。他们还经
常发现，与政府官员和决策者的接触令人沮丧，可能感觉变革的步伐不够快，或
者行动的变革力度不够大。城市当局有真正的机会与充满活力的青年运动合作，
建立赋权关系，在城市层面采取大胆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这有助于为国家领导人
树立一个强有力的榜样，让他们知道怎样采取变革行动，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
力，让他们为国家做更多贡献。

青年气候理事会可以确保青年人的独特视角和进步思想适当融入城市决策过
程。C40 能够并将支持各个城市建立青年气候理事会或同等机构。本行动手册中
的重要考虑因素、案例研究和要点概述了设立有效的青年气候理事会所需的一
些要素。我们预计，这份行动手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青年人的权能，确保他们的
声音在决策过程中获得倾听。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这份行动手册能够帮助城市当局和青年找到彼此强
大的盟友，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对抗气候行动的反对者。通过共同努力，城市当
局和青年人可以开始建设更美好、更公平和更绿色的世界 — 在气候危机中展现
领导力并注入新的希望。

结论

Germany © Maskot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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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行动宣传的注意事项简报

• 关于让青年和儿童参与气候行动的案例研究追踪
系统

•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社区 — 青年恢复计划
报告

• 国际特赦组织《在努力拯救世界的同时保持韧性 
（第 2 卷）：青年活动家福祉工作手册》

• C40 的包容性社区参与行动手册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YOUNGO 青年和儿
童组织支持者

• 气候核心小组和青年气候实验室渗透手册：在市
级推动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

• IgniteLA：每个年轻女性的政治权力

有关本行动手册中一些城市青年参与项目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 奥克兰 — 青年咨询小组 / Te Rōpū Kaitohutohu 
Take Taiohi

• 布宜诺斯艾利斯 — 绿色学校

• 休斯顿 — 青年气候大使

• 伦敦 — 伦敦青年实现可持续城市的优先事项

• 洛杉矶 — 市长气候行动青年理事会

• 麦德林 — 公民实验室 | 麦德林的数字参与

• 新奥尔良 — 青年总体规划

资源

如需领先气候城市的更多前沿见解和实用资源，请
访问 C40 知识中心。

C40 知识中心

Cape Town © AfricaImages / Getty Images

我们感谢 C40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所有青年成
员，感谢他们对本行动手册的重要贡献。

我们还感谢以下组织分享了他们的有用见解并为本
行动手册做出了贡献：

• 全球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
• 绿色非洲青年组织 (Green Africa Youth 

Organisation, GAYO)
• 全球塑造者社区
• 城市运动创新基金 (UMI)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YOUNGO 青年和

儿童组织支持者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以下人员为编写本行动手册所
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 Alessio Bau
• Krisztina Campbell
• Sophie Bedecarré Ernst
• Mehrnaz Ghojeh
• Donna Hume
• Aaron Kiely
• Ahmed Mokgopo
• Marta Stencel
• Muna Suleiman

Luisa Sieiro (设计师)

London Translations

鸣谢和贡献者

奥斯汀

布宜诺斯艾利斯 奥克兰

休斯敦
瓜达拉哈拉

奎松城

新奥尔良

巴黎
伦敦

波哥大
麦德林

洛杉矶

萨尔瓦多

库里提巴

弗里敦

利马

我们对所有为本行动手册做出贡献的 C40 成员城市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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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适用于青年气候领袖，包含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城市当局互动的重要建议。许多青年领袖和组织向 C40 
分享了他们的见解，也为本附件的编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附件：有关青年气候领袖与城市领导人 
互动的重要建议

“青年人在生态问题上的表现非常活跃，因为他们对形势非常清楚，而且他
们也是受当前生态危机影响最大的人群。
让青年人与城市当局和市长保持互动非常重要，因为世界上大约 54% 的人
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所以城市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此外，市长相
对来说比国家元首而言更容易接近，而且可以发起真正的变革，推动国家政
策的变革。”

– Marie，法国巴黎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青年成员

1. 下定决心
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等危机的数量持续上升，全球各
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愈加严重和频繁。更糟糕的
是，那些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小的人却最容易受到气
候变化的影响。

这些影响会对您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气候变化问
题有时会让人觉得无法克服。此外，您在组织和宣传
活动、发布信息和了解最新气候数据方面所做的工
作可能会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对您来说，确定哪些应对策略能帮助您保持韧性非
常重要。一定要互相支持，抽出时间为自己的福祉而
奋斗，同时还要记住，您正为建设更公平、更绿色的
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与城市当局合作采取可行措施，共同向国家政府施
压并促使其采取行动，可以在应对危机方面产生巨
大而切实的积极影响。请切记，您掌握超有用的信
息，您的声音应该被广为传播，您站在历史舞台正确
的一边。

“对于其他与决策者互动的青年人，我想说的是：尽管您在面对决策者时可
能会遇到障碍，但一定不要放弃斗争。他们必须知道，气候行动主义对青年人
来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他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在城市中制定有用的政策。”

– Djivenson，海地太子港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青年成员

“当您安排与决策者会面时，请确保提前与秘书或负责人就会议上将讨论
的内容进行沟通。不要只是确认大的议程，而是要与城市当局联系人讨论您
想要在会议上提出的具体话题。这样，您就可以避免出现含糊其辞、毫无结
果的会议。”

– Dohyeon，韩国水原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青年成员

Youth Climate Leaders at Copenhagen Climate March C40 World Mayors Summit 2019 © Sarah Bastin

“教育是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

– Nelson Mand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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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放松！分享您的故事。与决策者分享您的生活经历并建立发自内心
的联系，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与决策者建立融洽的关系有助于与他们保
持联系，并跟踪他们是否真的采取了行动。”

– Nadine Clopton — 全球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

“勇敢大胆！分享您最狂野的梦想，讨论您希望看到的世界。邀请决策者与
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系统和城市。框架决定一切。如果您在气候倡导中使
用指责的语气或让人感到羞愧的画面，可能会很快结束对话。但是，如果您
邀请某人和您一起畅想更美好的世界，然后探索如何实现它，那么就有机会
诞生一个新的故事。”

– Nadine Clopton — 全球非政府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

2. 做好准备
通过分享知识、培养技能以及鼓励寻求和参与学习
机会，您可以持续积极地参与城市活动。虽然城市当
局通过关于城市治理和气候宣传的教育项目为青年
人创造机会，让他们有意义地与决策者互动并参与
决策过程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青年
气候领袖，您要在与城市领导人互动时做好充分的
准备。这可能意味着确保您知道议程是什么，并且您
已经考虑好自己想要在会议中提出的要点。

3. 讲述自己的故事
青年人完全有权参与城市层面的决策过程，而且还
应该受到鼓励，向决策者讲述他们的故事。讲故事可
以用来激发同理心和建立关系。分享您的个人故事
可以成为影响决策者的强有力的方式。重要的是，请
只分享您所熟悉的内容。

以下是您可能希望与城市当局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

• 通过讲述您的故事与城市官员建立联系 
（本指南可以帮助您构思您的故事！）

• 制定能够激励城市官员采取行动并突出共识的
愿景

• 与市政府官员建立有助于维持长期合作的融洽
关系

“要勇敢、自然、开放。向世界展示您的旅程，这样您就能激励他人。提醒世界
各国领导人，作为一个青年人，您本不应该为环境问题付出如此的努力。让他
们知道您的韧性、您的专业知识和您的能力，让他们相信，您会做出真正而切
实的改变。有时候，当权者会想着把您的故事束之高阁，所以即使只是讲述您
的故事也是一种反抗行为。只要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够克服任何危机，我们可
以决定我们的未来是与自然和平相处还是充满灾难。”

– Saoirse，爱尔兰利默里克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青年成员

“实现宏伟梦想，创造无限可能 — 我们生活在需要梦想的时代。但同时也
要尽可能具体地倡导如何开辟具有建设性的前进道路。从个人经历和故事
出发，同时也要将其与数据和科学联系起来。”

– Risalat，全球塑造者

Youth Climate Leaders at Copenhagen Climate March C40 World Mayors Summit 2019 © Sarah Ba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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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在城市管辖范围内可采取行动的明确要求 — 避免仅使用“采用绿色
新政”这样的简单表述，汇总在城市管辖范围内被广泛采取并具有明显环境
影响的具体行动清单。”

– 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全球塑造者社区成员

“青年活动家或青年团体应通过建立网络和合作来简化活动，向决策者传
达协调一致的信息。这样做的本质是防止青年活动家或青年团体的活动或
信息互不相关，无法激起大的反响。”

– Joshua Amponsem，创始人 — 绿色非洲青年组织 (Green Africa 
Youth Organisation, GAYO)

“青年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不仅是遭受气候变化最严
重的灾难性影响的人群，而且也被证明是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共鸣下采取行动
来应对危机的人群。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具和机会，使他们能够参
与重要的气候决策。美好未来需要开展代际对话。”

– Pamela，墨西哥墨西哥城 — 全球青年与市长论坛的青年成员

4. 提出明确的要求
在您作为青年气候领袖的倡导中，一定要提出明确
的要求，并尽可能具体地说明您要求城市当局做什
么。准备一些能够支持您的要求的证据，或者列举一
些其他地方正在实现您的要求的例子，可能会很有
用。C40 知识中心拥有大量关于城市气候解决方案
和城市最佳实践指南的专业知识和见解。

城市决策流程及其时间表可能会有所不同。您所在
城市的网站通常会有关于这些流程的指南。但是， 
您并不是一定要成为专家才能开始与城市领导人 
对话。

5. 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和
合作
要想在宣传活动中取得成功，与其他组织建立牢固
的关系并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与其他青年团体、工
会、进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合作，可
以扩大您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让您有更大的机
会来产生积极的影响。

Youth Climate Leaders at Copenhagen Climate March C40 World Mayors Summit 2019 © Sarah Ba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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