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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驼铃绿驼铃绿驼铃绿驼铃 2005200520052005 年工作总结年工作总结年工作总结年工作总结     绿驼铃（Green Camel Bell）正式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 4 日，作为甘肃地区唯一的民间环保组织，她以甘肃地区高校己有的环保类组织为有生力量，旨在建立起立足甘肃，辐射宁夏、青海等周边省份和地区的民间环保组织，为改善己经恶化并仍在加重的西部生态环境做出应有贡献。 绿驼铃自成立以来依照其章程、宗旨和目标，为甘肃的生态环境保护、环保宣传教育及本地学生社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下为绿驼铃 2005 年度工作总结：   
一、一、一、一、组织内部建设组织内部建设组织内部建设组织内部建设    1111、、、、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办公室    2005 年 3 月 7 日在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的资助下，绿驼铃于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323 号丙号楼租用一套 60平方米的住宅房（18-8 室）作为绿驼铃办公室。办公室房租为 500 元每月，中介公司一次性收取中介费 500 元，租期一年。 绿驼铃办公室环境优雅，坐落于黄河之滨的十八层高楼上；办公室阳台可以鸟瞰黄河，周边有水车公园、体育主题公园、雁滩公园、中立桥、读者杂志社、兰州市图书馆等多个风景点及省、市级重点单位；办公室位于兰州市交通、环保交流枢纽地带，火车站、兰州大学本部、市中心广场、甘肃省环保局、甘肃省林业厅等距绿驼铃办公室均在 4 公里之内，并均可乘公交车直达；绿驼铃办公室现已逐渐确定了其在兰州的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和环境交流中心位置。 绿驼铃办公室作为甘肃环境青年交流中心，自 05年 3 月以来先后举行了绿驼铃例会、培训、座谈等环保相关交流共计二十余次。在办公室不大的空间里，来自各个学校和单位的环境青年们聚集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身边的环境问题，分享着从事环保工作的个人心得…… 绿驼铃办公室在作为甘肃省环保工作交流中心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外界环保组织、基金会和个人了解甘肃的窗口。绿驼铃办公室曾先后接待过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环境计划主任、台湾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陈杨文，自然之友 张赫赫、李健，绿网 沈旭，绿色骆驼 饶永、葛永新，玛曲县环保局 毛云飞，绿色和平 赖芸，美国西雅图政府地区环境政策官员 Elizabeth Willmott，北京绿家园负责人 汪永晨，云南绿色流域主任 于晓刚等数多环保志士的到访。在这六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绿驼铃的志愿者为全国各地到访的环保志士们介绍了绿驼铃的历史、绿驼铃的现状，并与他们一起探讨了绿驼铃未来的发展目标。  2222、绿驼铃、绿驼铃、绿驼铃、绿驼铃环境书籍环境书籍环境书籍环境书籍、、、、影视资料影视资料影视资料影视资料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绿驼铃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是在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世界自然基金（WWF）、自然之友、根与芽、绿色大学生论坛等组织及个人的支持和捐赠下建立起来的。目前，绿驼铃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已拥有环境 VCD光盘近 200 张，环境方面书籍、杂志、通讯等近两千本。半年以来，其环境书籍、影视资料中心已先后有高校环保社团及其会员、学校教师、普通群众等近 100 人次的借阅。在兰州的高校环保社团举行纳新、环保宣传等活动时，这些影视、图像资料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333、、、、绿驼铃网站绿驼铃网站绿驼铃网站绿驼铃网站    2004 年 11 月，绿驼铃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在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提供免费空间和域名的基础上，顺利的开通了绿驼铃网站（http://www.greencambell.ngo.cn）。她的开通不仅为甘肃各环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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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提供了一个利用网络相互交流的平台，也为甘肃省的环保志士提供了一个了解外界的窗口，为社会各界了解绿驼铃、认识绿驼铃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网络途径。 绿驼铃网站现已被 GOOGLE、百度、新浪 等诸多搜索平台收录，同 绿网、济溪、甘肃省环境保护局、新疆自然保育基金等国内外组织部门网站建立了友情链接。绿驼铃网站现有注册会员 300 余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在绿驼铃网站，我们也专门为甘肃省部分尚未建立自己网站的学生社团开设了供其交流的版块。  
二、二、二、二、绿驼铃环境保护交流绿驼铃环境保护交流绿驼铃环境保护交流绿驼铃环境保护交流    1111、、、、 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    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是绿驼铃成立之初便确立，并将长期开展和推广下去的项目之一。绿驼铃环境教育项目包括兰州环境教育基地建设、环境教育研究和调查、环境教育乡土教材编写等内容。 绿驼铃成立以来，不仅先后在甘肃省荒漠化问题严重的民勤县、张掖市及甘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玛曲县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的环境教育，而且在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二校，建立了绿驼铃第一个环境教育试点基地，予以开展长期、持续的环境教育。 同时，绿驼铃积极参与环境教育乡土教材的编写。目前，由绿驼铃主持《甘肃荒漠化地区环境教育乡土教材》的编写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编写工作得到了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民勤县教育局、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等部门及个人的大力支持，教材编写工作预计于 06年 9月完成。 在开展环境教育活动的同时，绿驼铃保持着同自然之友、天下溪、绿网等环境教育 NGO 的联系和合作。绿驼铃曾多次派出其成员前往这些组织学习、交流，以便将他们的优秀方法和丰富经验带回西部。2005 年 3月，应绿驼铃邀请，自然之友“羚羊车”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项目组一行多人造访兰州，同绿驼铃成员一起分享了各自在环境教育工作中的经验。  2222、、、、绿驼铃通讯绿驼铃通讯绿驼铃通讯绿驼铃通讯    《绿驼铃通讯》由绿驼铃出版并发行，其内容主要是介绍绿驼铃成立以来已经开展的、正在开展的、即将开展的活动项目，并在总结绿驼铃点点滴滴的经验教训及收获的基础上，为兰州各社团提供一个学习相关知识、了解环境问题的途径，为其他环保组织提供一个解甘肃环境问题，甘肃民间环保组织、环保社团的窗口。 《绿驼铃通讯》的定位是“原创、本土、环保”。通讯的稿件均为绿驼铃成员、甘肃民间环保人士及在甘肃开展项目 NGO组织项目官员的原创。通讯的内容紧紧围绕甘肃本地环境问题展开，涉及了野生动物保护、支农等多个方面。 《绿驼铃通讯》第一期为创刊号，于 2005 年 9月印刷出版，其内容包括绿驼铃组织简介、绿驼铃特色活动介绍、甘肃省各大环保社团的展示及甘肃省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的相关文章。《绿驼铃通讯》第二期为民勤专题，于 2005 年 10 月印刷出版，其收录了民勤当地环保人士、在校学生、绿驼铃成员等各界人士对民勤问题的介绍、思考和探讨的相关文章。  3333、、、、水果贺卡水果贺卡水果贺卡水果贺卡    2004 年圣诞节期间，为减少寄送纸质贺卡对森林资源的浪费，绿驼铃在甘肃省部分高校发起了水果换贺卡的活动。这项活动旨在增进在校师生的环保意识，促使大家从身边的行为开始，保护树木，保护环境。该项活动得到兰州市八所高校的响应，有近 600 名师生参与支持。“兰州晚报”、“西部商报”等媒体单位也先后对活动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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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保护母亲河    共建绿色家园共建绿色家园共建绿色家园共建绿色家园————————绿色中国迎奥运绿色中国迎奥运绿色中国迎奥运绿色中国迎奥运    2005 年 4月 2日，在兰州市黄河岸畔，由甘肃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绿驼铃承办，在兰州大学达尔文协会、西北师大环保社、甘肃省交通技术学院 绿协等７所高校环保组织和阳光网盟等民间环保志愿者的共同参与下，我们成功举办了为配合北京“绿色中国迎奥运”全国环保公益活动的“保护母亲河共建绿色家园”主题活动。在活动中，甘肃的环保志愿者用他们的行动弘扬了绿色奥运精神，传播了绿色环保文化，扩大了“环保公益日”的影响。  5555、、、、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    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由绿驼铃、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主办，西北师大环境保护学社承办，香港乐施会资助，于 2005 年 10 月 15 日在西北师范大学综合实验大楼 1603 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西部与我们共同的未来，设立了 1）大学生参与调查退耕还林（草）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2）我们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3）今后我们的行动方向 3 个分论题。该论坛旨在推动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事业的发展，号召大学生参与到退耕还林（草）的事业中来，让每个人都能为退耕还林（草）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论坛的参会代表除甘肃省各高校的退耕还林（草）调研项目小组成员外，我们还邀请到了香港乐施会西北办公室项目官员丁文广博士、甘肃省林业厅退耕连雪斌主任、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石培基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梁军权、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勃教授、河西学院团委书记沈崇德书记、甘肃省退耕还林（草）农民代表、青海大学代表等。  6666、、、、2005200520052005 年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年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年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年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    2005 年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相关活动，由甘肃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绿驼铃承办，于 2005 年 11 月在兰州举办。中国大学生绿色营创始人、著名环境保护教育家、国家环保总局特聘环境使者唐锡阳先生应邀出席。文化节期间“绿色陇原与当代青年”主题论坛、唐锡阳“绿色文化与人文关怀”巡回报告会、“听一次讲座、写一篇感受”征稿等系列活动为甘肃省的青年环保志愿者提供了一个和政府、企业、专家、学者交流机会。此次活动对于甘肃的环保事业无疑是一剂强劲的催化剂。  
三、甘肃学生环保社团能力建设三、甘肃学生环保社团能力建设三、甘肃学生环保社团能力建设三、甘肃学生环保社团能力建设    1111、、、、 推动甘肃推动甘肃推动甘肃推动甘肃本地本地本地本地学生环保社团的成立和发展学生环保社团的成立和发展学生环保社团的成立和发展学生环保社团的成立和发展    绿驼铃以甘肃省各大高校学生环保组织为有生力量，以积极服务于各环保组织为工作基础。目前，绿驼铃已与甘肃兰州、张掖两市 14 所高校、17 个学生组织取得了联系，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2005 年 5月，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蓝豚”环保协会在绿驼铃的支持和帮助下正式成立。受各校社团的邀请，绿驼铃的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先后前往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开展了近 20 场次各种形式的交流、座谈及培训活动。绿驼铃同西北民族大学环保协会合作的兰州五泉山动物园宣教、同甘肃中医学院环保协会合作的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同西北师范大学环保学社合作的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同兰州大学达尔文协会合作的普氏野马放归等项目更是为各社团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锻炼机会。 一年来，经过各社团和绿驼铃的共同努力，一些过去发展缓慢、活动单一的社团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开展了一些具有本社团特色的项目；兰州大学绿队、达尔文协会等有着优良传统的社团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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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进一步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新人，延续了社团的特色。     2222、、、、 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      绿驼铃除了对甘肃本地学生环保社团的成长和项目开展给予支持外，还充分发挥信息交流平台的作用，充分发挥资源共享平台的作用，整合西部有限的图书、资料、资金、信息资源，实现在甘肃的最大共享。建立了一个外界了解甘肃环境问题、了解当地环保组织的窗口，甘肃省环保组织学习省外其他组织先进经验、了解环境最新动态的窗口。    1）参与“中国西北地区高校环保社团调查项目”和中华环保联合会发起，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承办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现状调查”，将甘肃环保 NGO和学生环保组织的发展现状和风采展现于国内外的组织和部门面前。    2）在绿驼铃办公室举行小规模的绿色沙龙，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座谈，促进甘肃学生环保组织的交流和学习。    3）邀请自然之友讲师、兰州高校学者、甘肃省红十字会等富有各方面经验的志士为甘肃学生环保组织志愿者开展培训和讲座。    4）收集整理甘肃环保组织的最近动态和正在进行的项目，并通过网站和邮件的方式进行发布，促进甘肃学生环保组织的联系，加深国内外 NGO 对甘肃本地环保组织的认识与了解。    5）将外地环保组织的优秀项目经验，绿石基金、GreenSOS 小额资金等筹资来源进行分享，供各学生环保组织学习和借鉴。    6）募集整理环境类书籍影碟等资料供学生环保组织及成员借阅学习，并将多余资料赠送给各学生环保组织。    7）绿驼铃为各学生环保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室、电脑、DV机等办公设备供其使用。     
四、绿驼铃正在推动进行的项目四、绿驼铃正在推动进行的项目四、绿驼铃正在推动进行的项目四、绿驼铃正在推动进行的项目    1111、、、、 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    2005 年 7月绿驼铃组织发起了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活动小组共有 A、B、C三线组成，小组成员分别对甘肃省境内长城沿线历史文化、环境变迁、甘肃省玛曲县若尔盖湿地生态进行了考察。此次考察活动共有来自全国 10 个省市，21所学校单位，53名队员参加。为期 10天的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基层了解长城沿线的环境变迁和玛曲湿地保护情况，虚心请教、认真学习，获得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图片。 2005 年 10 月至 12 月，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报告会及图片展正在兰州各大高校进行。2005 年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记录光盘和考察报告文集也将于 2005 年底制作完成。     2222、、、、 兰州兰州兰州兰州市市市市五泉山野生动物宣讲五泉山野生动物宣讲五泉山野生动物宣讲五泉山野生动物宣讲      本项目由绿驼铃与西北民族大学环保协会合作开展。此活动在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野生动物知识普及培训的基础上，通过志愿者利用节假日前往动物园为游客义务导游，介绍动物的习性、产地、特征等形式，向游客和动物园管理部门发出珍爱野生动物，改善动物园里动物们的生存条件的倡议，倡导和宣传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  3333、、、、 归家之路归家之路归家之路归家之路————关注野马放野，见证回家时刻关注野马放野，见证回家时刻关注野马放野，见证回家时刻关注野马放野，见证回家时刻      本项目由绿驼铃与兰州大学达尔文协会合作开展。通过前期对普氏野马的宣传，组织“见证放野”的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对普氏野马、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呼吁野生动物的保护，呼吁普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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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马的保护；通过两次对普氏野马放归野外后的跟踪调查，探讨普氏野马放归的实际意义、可行性、可持续性，并集合各种保护及学术力量，对普氏野马放归的可持续性做出可行性的建议；通过此次活动的影响力、社会号召力，推动了甘肃乃至整个西部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掀起了西部野生动物保护的热潮。  4444、、、、 甘肃辐射环境调查及辐射知识宣传教育甘肃辐射环境调查及辐射知识宣传教育甘肃辐射环境调查及辐射知识宣传教育甘肃辐射环境调查及辐射知识宣传教育      本项目由绿驼铃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展。通过调查甘肃省辐射环境污染状况，提高民众的辐射环境保护意识，拉近公益组织、科研机构、普通市民之间的关系，借以唤起社会各界民众对辐射环境污染的重视，使其有效地加入到西部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5555、、、、 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    本项目由绿驼铃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甘肃中医学院环保协会合作开展。通过对甘肃赛加羚羊角市场调查，分析赛加羚羊角贸易对赛加羚羊的威胁，探讨非法贸易存在的根源，提出相关解决办法。此次宣传将有效地提高公众保护赛加羚羊的意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        
五、与国内外其它组织间的交流与学习五、与国内外其它组织间的交流与学习五、与国内外其它组织间的交流与学习五、与国内外其它组织间的交流与学习    为了提升绿驼铃自身能力，加强其与外地环保组织间的联系。绿驼铃先后选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22 人次前往北京、西安等地参加针对民间组织的能力培训。在培训过程中，绿驼铃成员拜访了GGF、新疆自然保育基金、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自然之友、世界自然基金会、根与芽、绿色大学生论坛等环保组织并进行了交流。作为甘肃省的东道主，我们也热情接待了 WCS、台达电基金会、北京绿家园、绿色和平等组织人员的到访。 这些培训及与国内外其他组织间的交流学习，提升了国内外 NGO 对绿驼铃的认知度，推进了绿驼铃同其他组织间的沟通与联系；参加培训的人员开拓了眼界，学习到了更多关于 NGO组织建设和项目运作的知识。参加培训的人员能够很好的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其亲自付诸实施，并通过我们自己组织的相关培训与成员一起分享和交流。这些培训提高了绿驼铃组织建设能力，进一步推进了绿驼铃西部环境保护事业工作的开展。  
 

六、绿驼铃大事记六、绿驼铃大事记六、绿驼铃大事记六、绿驼铃大事记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    绿驼铃正式成立，网站开通运行。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收到“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等组织赠送的环保影视、书籍资料。绿驼铃环保影视书籍资料中心正式启动，并开始面向各高校、社团、个人提供借阅。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12121212 月月月月    举办甘肃环保 Flash、摄影作品大赛和水果贺卡活动。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由 NPO信息咨询中心举办的“非营利组织网络营销”。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绿驼铃拜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之友”、“根与芽”、“绿色大学生论坛”、“新疆自然保育基金”等组织的北京办公室。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全球绿色基金 GGF共资助绿驼铃 3100美元，用于基础能力建设。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WCS（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 康蔼黎 同绿驼铃成员交流。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绿驼铃作为 56 个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声援环保总局严格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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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举办的“领导能力”培训。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环境公共政策论坛暨高校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研讨会”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5555 月月月月    绿驼铃两次赴甘肃省民勤县西渠开展荒漠化问题调查和环境教育。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举办的 “环保倡导活动组织策略”培训。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       台湾台达基金会环境计划主任、台湾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杨文在绿驼铃办公室同兰州高校环保社团交流。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日日日                绿驼铃组织志愿者在兰州开展“拒购金光集团ＡＰＰ纸品，携手保护云南森林”超市行动。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绿驼铃办公室地址确定，办公室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 323 号丙号楼 18-8。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应 绿驼铃 邀请，自然之友 张赫赫、李健，绿网 沈旭来兰州同兰州高校环保社团成员分享环境教育经验。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                绿驼铃、甘肃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在兰州市黄河铁桥共同举办““““绿色中国迎奥运，绿驼铃保护母亲河”大型宣传活动。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中国发展简报》主办的“西部 NGO书面沟通”培训。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应 绿驼铃邀请，绿色骆驼志愿者和玛曲县环保局相关人士来兰，在高校中开展“绿色骆驼和若尔盖湿地”的讲座。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绿色和平 赖芸 访问绿驼铃办公室。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邀请兰州大学 刘迺发 教授、韦惠兰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吴超博士对“2005 年甘肃大学生绿色营”队员开展湿地、PRA培训。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绿驼铃邀请甘肃省红十字会进行急救员培训。经过培训、考核，绿驼铃共九人取得了甘肃省红十字会颁发的急救员证书。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005 年甘肃大学生绿色营”成功举行，53名队员分赴甘肃省长城沿线和甘肃省玛曲县进行实地考察。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举办的 “筹资与资源开发”培训。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第二届中国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发展研讨会”。 2005200520052005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                美国西雅图政府地区环境政策官员Elizabeth Willmott与绿驼铃成员进行了 “NGO如何同政府部门合作”的座谈。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举办的“2005 绿色中国与当代青年夏令营暨第九期全国大学生环保社团（志愿者）培训营”。绿驼铃“甘肃荒漠化地区环境教育乡土教材”项目获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2000 元小额资助。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北京绿家园 汪永晨、云南绿色流域 于晓刚  访问绿驼铃办公室。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日日日            绿驼铃在兰州市东方红广场参加“世界急救日”现场急救表演。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        联合国奥地利官员 邵令修 同绿驼铃成员交流。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自然之友举办的“自然之友流动教学推广 9月工作坊”。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由兰州大学主办、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承办的“民间组织（NGO）发展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并在会上主持“甘肃省 NGO发展的内部环境—优势与劣势”的讨论。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    由绿驼铃和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共同主办，香港乐施会资助的“退耕还林(草)与当代大学生论坛”论坛在西北师范大学成功召开。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绿驼铃参加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举办的 “乡土教材编写与使用”研讨会。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    绿驼铃参加由兰大社区发展中心举办的“NGO茶座系列活动”。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应绿驼铃邀请，国家环保总局特聘环境使者唐锡阳来兰在高校中进行“绿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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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文关怀”报告会。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绿驼铃、甘肃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共同举办“中国环境文化节甘肃分会场”。     
七、致谢七、致谢七、致谢七、致谢      绿驼铃一年来的突出成绩离不开各环保机构及个人的帮助和支持，在此需要特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支持者：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资助组织内部建设和能力建设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资助“民勤环境教育”项目 绿石基金――资助“绿驼铃通讯”项目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资助“甘肃荒漠化地区环境教育乡土教材”项目 香港乐施会――资助“退耕还林(草)政策大学生”论坛 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提供免费网站空间、域名及有关技术支持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赠送的环保影视和书籍用以建立绿驼铃环保影视书籍资料中心。 NPO信息咨询中心――提供“非营利组织网络营销”培训机会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提供“基层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培训机会 自然之友――提供“流动教学工作坊”培训机会 中国发展简报――提供“西部 NGO书面沟通”培训机会 甘肃省红十字会――提供“现场急救员”培训机会 西安大学生绿色营――提供“第二届中国地区性青年环境组织发展” 研讨会机会 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提供“民间组织（NGO）发展与和谐社会”研讨会机会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提供“乡土教材编写与使用”研讨会机会 甘肃省环境保护局、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甘肃省林业厅、甘肃省卫生厅――对绿驼铃的长期指导和支持 玛曲县副县长 看考、玛曲县环保局、中共玛曲县委、玛曲县畜牧林业局、共青团玛曲县委员会、绿色骆驼――对“2005 年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活动的帮助和支持 兰州大玩家户外运动俱乐部――提供野营装备的免费使用及有关技术指导 禅语互动媒体――设计绿驼铃和“2005 年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标志 兰州大学刘迺发教授、兰州大学韦惠兰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吴超博士――对“2005 年甘肃省大学生绿色营”营员的培训和指导  同时，我们要真诚的感谢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 温波、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康蔼黎、新疆自然保育基金 程芸、香港乐施会 丁文广、兰州大学社区发展中心 胡小军、绿色骆驼 饶永、吴昊亮、周翔、Elizabeth Willmott等朋友对绿驼铃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指导。  最后，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绿驼铃所有优秀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正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绿驼铃今天的发展，才有了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才有了西部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才有了绿驼铃未来美好的发展前景。 谢谢大家！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