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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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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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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经学习了回收和关灯等行动。这些行动很重要，
但是你还可以做更多事情，来帮助我们的地球。
比如，为地球发声。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想要分享本电子书？单击此处。

阅读本指南，多多学习，
并将你学到的知识 
     教给其他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mailto:?subject=Take a look at what I'm reading&body=I am reading Generation Carbon. It's time to start. You can get a copy here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kids


地球表面的温度正在上升。事实上，地
球温度升高了 1 °C (1.8 °F)。科学家称
之为“全球变暖”。全球变暖让每个人的
处境都变得更加艰难。

现在改变还为时不晚。

但是我们得开始行动了。

3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我们的地球 
发生了什么？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Matthew N.，15 岁，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我们的地球并不会要求我们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行动起来。
在有人制造出无塑料头盔之前，我们在骑脚踏车或踢足球时，
还是需要戴一顶塑料头盔。
即使天然气让镇上的游泳池变热了，我们依然能够享受到游
泳的乐趣。
如果我们因为别无选择而不得不坐飞机前往目的地，那也不用
担心。
要解决所有问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只要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与此同时，把我们学到的知识教给大人。”

“

4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开始 
行动吧。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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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在户外的时候很难辨别温度的升高，但是
地球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这就好比地球发烧了， 
只要温度略微升高，地球就会感到很难受。这种 
“发烧”引发了恶劣的天气。

科学家称，地球变暖是由人类的破坏行为 
引起的。

但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并能够理解这一点。 
许多大人在学生时代从未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为什么 
气候变暖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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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因温度上升而变得更加糟糕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你了解气温是如何变暖并 
引发恶劣天气的吗？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气候变化”。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地球发烧
引发了恶劣的天气。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大人们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当下的行为
会对地球造成伤害。

当你教授他们知识时，就是在为拯救地球做
贡献。

向 5 个成年人教
授你在本书中学
到的知识！

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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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这个徽章，
当你看到这个徽章，

就表示大人们需要
就表示大人们需要

学习相关知识点！
学习相关知识点！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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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在买土豆的时候不使用塑料袋，那么就会 
减少一个塑料袋的使用。

如果生产土豆的公司停止用塑料袋来包装土豆呢？

8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样就不会有成千上万只塑料袋对地球造成危害了。
也许你不认识在土豆公司里工作的大人。但是，你可能认识一位

老师、校长、教练或者家长，他们可以在工作中制定规则来帮助拯救
我们的地球。     

通过教学的方式传播信息，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为什么我们
要让孩子们
来教大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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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睡前故事和你想象中有所不同。（或者和你
想的一样，因为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页上的图片。）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就要读书给大人们听。给他
们读这本书，当做睡前故事。这个挑战一定很棒。

一定要拍张照片记录下这一时刻。然后让你的家长
把它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并写上：“最好的睡前故事！ 
今晚我学到了气候变化的知识。”

加上 #GenerationCarbon 主题标签。
这个挑战有助于传播我们的主题，让所有人都加入

到拯救地球的队伍中。

给你介绍一个你今天，准确来说，
是今晚就能用上的趣味方法：

9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附言：如果你不喜欢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照片，你可以把照片
贴在冰箱上，提醒家人你正在
做的重要事情。

或者你还可以在聊天中谈及此
次挑战。“我昨天晚上给家长
读了一个睡前故事”，这个有趣
的话题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

接受睡前故事挑战。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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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你准备好 
学习所有关于

的知识了吗？
气候变化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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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中有碳，空气中和你的身体里也有碳。 
碳几乎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燃烧含碳的物质，碳就会释放到 
空气中，变成一种叫做二氧化碳的气体。

你可以从火产生的烟雾中看到碳，但当碳 
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存在时，你就看不见它了。

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燃烧大量碳，这已然
成为了当今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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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植物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
为人类可以呼吸的氧气。但是我们 为人类可以呼吸的氧气。但是我们 
燃烧了过量的化石燃料，它们释放的燃烧了过量的化石燃料，它们释放的
二氧化碳植物无法全部吸收。二氧化碳植物无法全部吸收。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碳是什么？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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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是由动植物的骨骼和某些部分演化而成的一种
特殊的岩石。

和化石一样，原油、煤和天然气也是由很久以前
的植物、动物和其他生物的残骸在地球深处形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原油、煤炭和天然气称为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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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和天然气形成，原油和天然气形成，
其中含有大量碳。其中含有大量碳。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含有碳的微小含有碳的微小
动植物死亡。动植物死亡。

死去的动植物在死去的动植物在
沙土下腐烂。沙土下腐烂。

什么是 
化石燃料?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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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说一下化石燃料。
煤是发电的常用燃料。煤燃烧时会将其中存储的 

碳释放到空气中。我们称之为“碳排放”。
原油是汽油的一种原料，可以为汽车提供动力。 

当我们乘坐燃油车时也会释放碳。
许多家庭使用天然气供暖和制冷。当我们把温度

调高时，猜猜会释放什么？答案是更多的碳。

13

这是你任
这是你任

务中的必备
务中的必备

知识点。
知识点。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我们正在燃烧 
化石燃料，这给地球
造成了混乱。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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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行为都会造成人们向空气中释放
过量的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是看不见的，所以
我们总是在无意中对地球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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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人们能看到二氧

如果人们能看到二氧

化碳，我们可能会更快

化碳，我们可能会更快

地采取行动。
地采取行动。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人们每天都在 
释放碳。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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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美国人每年排放大约 14 公吨的碳，这相当
于 6,300 块砖的重量！ 

科学家称，我们必须将碳排放量减少至 
440 块砖的重量。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需要
做出极大的改变。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改变就会发生。

到到 2050  2050 年碳排放量年碳排放量
实现上图重量的目标。实现上图重量的目标。

个人减少碳排放是有益的，但仅仅 
是这样还不够。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重量为 440 块 
砖的排放目标，我们需要充分协作，
开展各项发明，甚至颁布新的法律。

1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是美国每人每年碳排放量的重量。这是美国每人每年碳排放量的重量。

人们释放了 
多少碳？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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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试过在水下游泳，就会知道屏住呼吸是什么感觉。 
你会觉得不舒服。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开始缺氧，并且被二氧化碳
占满。你的身体需要先排出二氧化碳，才能再次吸满氧气。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浮出水面就会张开嘴呼吸。 
你的身体天生具有这种机制。它需要新鲜空气中的
氧气。身体获得氧气的速度越快越好，这样你才会感
到更加舒适并且保证健康。

16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就像是地球 
在屏住呼吸。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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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也需要新鲜空气来维持健康状态。树木、土壤和海洋就
像吸水的海绵一样起到了帮助作用。它们可以吸收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但是现在，这些海绵的吸收量已经趋于饱和。

人们燃烧化石燃料时释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以至于 
树木和海洋无法吸收。 

17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碳 
超量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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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30 年，一位罗马国王早餐想吃黄瓜。当天气太冷， 
黄瓜无法在室外生长时，国王的仆人就建造出了第一个温室。
阳光可以穿透温室的玻璃屋顶，这样植物就获得了生长所需的

Matilde R.，8 岁，意大利博洛尼亚

光线。玻璃屋顶可以留住温室内的热量，从而给植物保
暖。即使是在室外天气太冷的情况下，园丁们也可以种
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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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天气不好。我们要更勤快地 
给花园里的植物浇水。”

“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温室效应。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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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作用就像温室的玻璃屋
顶。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位于地球上空，阳光 
可以穿透它们照射到地球上。但是它们也会和 
温室屋顶一样保留太阳的热量。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将这些气体称为温室气体。”

这些被保留的热量引发了地球变暖和恶劣 
“天气”。

人们所说的“碳”可能代指以下任何一种
温室气体：
- 二氧化碳 (CO2)
- 甲烷 (CH4)
- 一氧化二氮 (N2O)
- 水汽
- 氟化气体

19

阳光可以穿透阳光可以穿透
温室气体。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在此处温室气体在此处
留住热量，造成留住热量，造成
地球变暖。地球变暖。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温室气体
阻碍热量
排放。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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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关于温室效应的知识吗？准备
好快点行动起来吧，因为我们要开始比赛
了。这是一场黄油之间的比赛。（你有 
一分钟时间再次阅读最后几句话。）

当然，这更像是观看失去了特异功
能的极速蜗牛，而不是为闪电麦昆加油，
但我们保证这会很有趣。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材料：
- 2 个深色盘子或 1 个深色烤板
- 2 茶匙黄油
- 1 个透明罐

20

附言：如果你稍后才能进行此
活动，请先跳到后面的部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温室效应 
实验。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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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实验：
- 在两个盘子上各放一茶匙黄油。
- 将盘子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 用玻璃罐盖住其中一块黄油。
- 假设一下（你的最佳猜测！）：哪块黄油会先融化而

赢得比赛？（如果你真的想办好这场比赛，可以给
每块黄油起一个竞赛名称。）

- 看看哪块黄油先融化。

完成实验后，你可以把黄油涂抹在吐司
上。食物浪费也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
主要因素。

21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温室效应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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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玻璃罐罩着的黄油最先融化了，对吗？这个现象体现的原理和温室
效应是一样的。

在这次实验中，玻璃罐就像温室的玻璃屋顶一样把热量保留在了
里面。在地球上，温室气体的作用就像是这个玻璃罐。它们保留了太阳
的热量。这就是为什么地球的温度越来越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
拯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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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请继续阅读……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玻璃罐里 
发生了什么？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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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球万物协同工作时，我们的地球处于最佳
状态。我们称之为生态系统。

目前，地球的生态系统处于非健康状态，
地球上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地球万物的协同
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23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个池塘是一个 这个池塘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系统，
因为所有生物都在因为所有生物都在
协同发挥作用。协同发挥作用。

你认为这是一个 你认为这是一个 
健康的生态系统吗？健康的生态系统吗？

地球是一个 
生态系统。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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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天气怎么样？阳光灿烂？还是雪花纷飞？你可能很快就
能回答出来。因为你知道天气的含义。

但是你了解气候吗？为了完成你的任务，这两者的概念 
你都要了解。

气候是指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天气状况。例如，墨西哥
的气候很温暖。温暖的天气是墨西哥的常态。加拿大的气候
比墨西哥寒冷。寒冷的天气是这里的常态。

滑雪山的气候通常很冷，滑雪山的气候通常很冷，
但由于气候变化，现在山但由于气候变化，现在山
上的雪变少了。上的雪变少了。

24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天气和气候 
的概念是什么？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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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现状。正常天气的频率降低。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在 2021 年冬季出现了超级

寒冷的天气，导致管道冻结、爆裂，淹没了人们的家园。
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2022 年 1 月，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气温达到
了 115 年以来的最高温度。极端高温天气的来袭严重
危及人类的健康。类似事件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

在你居住的地方，你有没有
注意到怪异的天气现象？

仙人掌生长在温暖的气候中。仙人掌生长在温暖的气候中。
当温暖的地方开始下雪， 当温暖的地方开始下雪， 
这表明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这表明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2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正常”天气 
变得反常。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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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 
- 网络延迟 
- 手机服务中断
- 地下室被淹  
- 排水沟冻结 
- 树木倒塌 
- 路面坑洞 
- 路面开裂 
- 哮喘 
- 过敏 
- 滑雪期变短 
- 污染

当你听到人们谈论这些
事情时，提醒他们，“这可
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 发霉
- 携带病毒的蚊子
- 胖乎乎的松鼠
- 野火
- 干旱
- 倾盆大雨
- 热浪

松鼠变得越来越胖，松鼠变得越来越胖，
是因为积雪减少了，是因为积雪减少了，
它们可以觅到更多它们可以觅到更多
的食物。的食物。

26
Ivan，8 岁，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有一次，我和爸爸去观看一场棒球
比赛，刚走上看台，棒球赛就因为
下雨取消了。”

“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这可能是
气候变化。”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气候以缓慢的速度发生变化。过程非常缓慢以至于
人们在户外时无法感觉到温度的升高。这就是人们
无法察觉现状的原因之一。

近期的风暴、飓风和热浪事件，让人们对气候
变化有了感知。一些人终于意识到地球遭受了多大
的破坏。

人类的破坏行为是无形的。
如果你看到燃油车冒出黑烟， 
你会感到害怕。但是，由于汽车
排放的温室气体是看不见的， 
所以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们造成 
的危害。

引起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并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你
的帮助。

27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为什么解决气候
变化问题的过程
如此漫长？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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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碳的物质在人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非
易事。比如混凝土，制造它会释放大量的碳。但是在一些国家/地区，
大量房屋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

一些人认为，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他们不得不放弃一些有趣
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新的生活方式也能保护我们的地球：

风能可以用来发电，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它来做很多事情， 
例如饼干烘焙。

人们可以 
放弃开车， 

选择骑自行车 
去公园。

下次旅行， 
可以选择乘坐火车，

速度通常和 
飞机一样。

28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与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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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用一次的物品，可以选择
借用，这样就可以避免物品沦为
垃圾。你知道一些图书馆可以出
借工具、蛋糕盘和游戏用品吗？

每天，全世界的人们会扔掉大约 500 万吨的垃圾。 
这相当于 33,000 头蓝鲸的重量。但是，当你扔掉 
一些东西时，它并不会完全“消失”。那么，它去了哪 
里呢？

首先，卡车会把你的垃圾运到垃圾填埋场或垃圾
场。垃圾填埋场是在地球上挖出来的一个大坑。垃圾
车先将垃圾倒入坑中，大型机器再用泥土填埋垃圾。

29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垃圾填埋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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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的污物是细菌的家园，它们会吃掉丢弃的 
食物、纸张和塑料。当细菌进食时，它们会向空气中 

甲烷是一种从垃圾填埋场释放
出来的温室气体，会阻碍热量 
排放。

垃圾填埋场中的垃圾越多，空气
中的甲烷就越多。甲烷越多意味
着地球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天气
也会变得更加恶劣。

排放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
想象一下，每秒钟都有无数的细菌在
放屁和打嗝！

30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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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是由化石燃料制成的，而化石燃料释放的二氧化碳会使
我们的地球变暖。不管你相不相信，大多数塑料即使放进回收垃
圾箱里也无法被回收。

一种办法是让公司停止使用和制造塑料，你通常可以在公司 
网站上找到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你的手指被割伤了？你用来止血的绷带
大多数是由塑料制成的。

但是，如果只让公司出售对地球无害的
绷带，那不是很好吗？

塑料无处不在。你的洗发水瓶子和
运动鞋里都含有塑料。人们经常会
不假思索地购买大量的塑料制品。
为了拯救地球，公司应该停止生产
如此大量的塑料制品。

31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你小时候的牛奶纸盒上有你小时候的牛奶纸盒上有
塑料口吗？塑料口吗？

询问一个

成年人：

塑料与气候变化 
有什么关系呢？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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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我们大多数人都见过  这个符号，并试图回收 
尽可能多的东西。

我们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放入回收垃圾箱的 
100 件塑料物品中只有 8 件能真正得到回收。这意味
着我们放在回收垃圾箱里剩下的 92 件塑料物品要么

被烧掉，要么被扔进垃圾填埋场或海洋。回收 8 个瓶子总比不回收要好得多！
塑料需要 400 年才能分解。这个时间真的超级漫长。在我们制造出一堆

塑料垃圾的同时，工厂就会忙着生产更多的塑料垃圾。工厂是如何制造塑料的
呢？没错，就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因而会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三明治袋和水瓶只用一次？
我们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些
东西了。

这是一个不应该 

这是一个不应该 

成为秘密的秘密。

成为秘密的秘密。

告诉每一个人！
告诉每一个人！

传播这个消息：你放在回收传播这个消息：你放在回收
垃圾箱里的大多数塑料永远垃圾箱里的大多数塑料永远
不会被回收！不会被回收！

回收问题 
   有待解决。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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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向使用
大量塑料包装的公司写电子
邮件。一定要把塑料垃圾的
照片发给他们。

回想你上一次幸运得到新玩具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必须 
剪断一些厚塑料，才能把玩具从包装中取出来。

你也知道，如果塑料被扔进垃圾箱，它需要大约  
400 年的时间才能分解。它甚至可能最终会进入海洋， 
并对鱼类造成伤害。

33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如果你不再收集更多的玩具，而是花更多时间和朋友
一起捉迷藏、徒步旅行和做工艺品呢？ 

减少塑料垃圾的方式多种多样。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保护地球。 

玩具：玩乐时要做的 
重要选择。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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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决定吃什么？当然，味道一定要好吃。但是我们也会吃现有的食物。
很久以前，这意味着人们只能吃自家附近种植的作物。在秋天吃根茎类蔬
菜，在夏天吃豆类和南瓜。

如今，因为飞机能够运输世界各地的食物，因此你可以随时获得大部分
食材。

有这么多食物选择固然不错，但用飞机和卡车运输食物的过程中会释放
大量的碳。过于丰富的食物选择会导致食物腐烂或浪费。

学会做玉米饼、炒菜和
汤，让你的家人和朋友
大吃一惊。做这些菜 
可以用掉许多可能会被
浪费的边角料食材。

将这一知识点教授给
一个大人！每 10 磅 
食物中，就有 3 磅被
浪费！

34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挑选食物 
很重要。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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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动物制成的食物是温室气体的一大来源。 
先要砍伐森林才能获得放牧动物的土地。 
砍伐树木会释放碳。随之，吸收碳的树木 
就会越来越少。

所有动物都会打嗝和放屁（而且很频繁！）。
这个过程会释放出另一种蓄热气体——甲烷。 
它会使地球变暖，并引发破坏性天气。

选择吃水果和蔬菜替代肉类，对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具有重要作用。

你能做到：
- 在自助餐厅选择素食汉堡代替牛肉汉堡。你仍然

可以放入你喜欢的番茄酱、泡菜和芥末！
- 喝燕麦或大豆等植物奶代替乳制品。
- 多吃素食：除非你自愿，否则你不必成为一个 

纯素食主义者。
- 先从往盘子里多加些水果和蔬菜开始做起。

3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动物性食品。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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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豆子汉堡的食谱。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过去，服装店每年会有 4 次上新：冬天、
春天、夏天和秋天。现在，服装店每周都
会上新，一年 52 次！在过去的 20 年里，
服装的产量翻了一番。

人们在赶时髦心态的驱使下，会购买
更多的新衣服，并把“旧”衣服扔掉。我们
已经了解某些物品被扔进垃圾填埋场后会
发生什么。

37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什么是 
快时尚？

关于快时尚，你能做些什么？
- 穿二手衣服，和其他人分享衣服。
- 让成年人在二手商店购物。额外的好处：

二手牛仔裤柔软易穿。
- 修补损坏的衣服。
- 将背包扔进洗衣机清洗，不要又买一个

新的。

Bojo Bandango，
摘自 OuiChoose 撰写的《The Big PickSure 
Book》。
轻触/点击查看网站！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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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此时此地正在发生。地球上
的每一个生物都会受到影响。 

许多动物已经在遭受痛苦。有的
动物无法生育。有的动物无法找到 
食物。而有的动物无法在更高的气温
下生存。

以下是目前处于危险中的几种动物：

- 阿德利企鹅
- 非洲森林象
- 亚洲象
- 大西洋角嘴海雀
- 孟加拉虎
- 黑头松鼠猴
- 大黄蜂
- 达尔文蛙
- 鸭嘴兽

- 帝企鹅
- 绿海龟
- 河马
- 棱皮龟
- 帝王蝶
- 山地大猩猩
- 北大西洋露脊鲸
- 北极熊
- 雪豹

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种你从未听说过的
虫子和昆虫。

38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些动物
能在气候变化中
幸存下来吗？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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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按照以下步骤
画一只

气候变化引起了强风暴，摧毁了海龟的海滩。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

你的绘画作品，带上 

#Generatio
nCarbon

#Generatio
nCarbon

 

主题标签

绿海龟。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现在试着画一只
活动： 气温升高使帝王蝶

更加难以生存。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在社交网站上分享

你的绘画作品，带上  

#Generatio
nCarbon

#Generatio
nCarbon

 

主题标签

帝王蝶。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推行 
净零排放。

数百万年来，地球吸收了足够多的温室气体 
来维持地球的健康。

如今，已不存在这种情况。释放的温室
气体太多，以至于地球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
吸收它们。地球吸收碳的速度跟不上排放的
速度！还记得之前提到的吸满水的海绵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努力实现净零排放。

41

排放：一个流行词汇，代指温室
气体的释放。

净零排放：指地球可以吸收我们
释放的所有温室气体。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这听起来很复杂，

这听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很简单。

但实际上很简单。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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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想象一个跷跷板或天平。天平的右边是释放温室
气体的事物，如卡车和塑料瓶。天平的左边是吸
收温室气体的事物，如树木和海洋。

如果释放的所有温室气体都被树木和海洋
吸收，天平就会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实现了净零排放。通过
维持天平的平衡，地球才能保持健康。

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超过了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
因此天平处于不平衡状态。科学家希望在 2050 年之前实现
平衡。

当天平的左右两边处于同一水平当天平的左右两边处于同一水平
线达到平衡状态时，我们就实现了 线达到平衡状态时，我们就实现了 
净零排放。净零排放。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平衡 
温室气体。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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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所有插电设备都会加剧
气候变化？当你使用的电力不是来
自太阳能或风能时尤其如此。电灯、
电视、充电手机的使用都会释放碳。

游戏机、电脑或其他任何你用来玩电子游戏的设备也都会释放碳。 
（更不用说制造这些设备要用到的塑料了。）虽然产生的碳不多，但了
解这些对你有帮助。

答案：轻度伤害。

你的行为会给地球
造成多大伤害：

大多数大多数人 人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43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玩电子游戏？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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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碳排放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交通工具。汽油驱动的汽车便是其中
之一。卡车的碳排放情况更为严重。
这就是为什么步行和骑自行车对我们
的地球有益。我们选择以何种方式前
往目的地很重要。

答案：严重伤害！

你的行为会给地球
造成多大伤害：

44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坐车前往步行
就能到的地方？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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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吃汉堡的
问题，它涉及到把汉堡端上餐盘
的整个过程。汉堡的制作过程
需要用到机器，还需要大卡车

将其运到商店。每个环节都会释放大量的碳。在这些环节之前，还涉及到牛的喂养。牛相
较于蔬菜而言，生长过程中会消耗更多的土地和水。它们还会打嗝释放出一种会阻碍热
量排放、使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甲烷。

答案：中度伤害。
从现在起，请尽量减少
你的肉类摄入量。

你的行为会给地球
造成多大伤害：

4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吃芝士汉堡？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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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我们
能做什么？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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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多次灌装的水瓶。运输
大量水瓶的卡车会释放大量
的碳。

当你看到类似于塑料包装的
香蕉这样的东西时，向大人
们解释这种香蕉包装对地球
的危害。

成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孩子
是不一样的。

利用阳光晒干衣服。 提醒你的老师、班级家长和
教练： 

在露营、班级聚会或足球比
赛中都不要使用塑料水瓶！ 

种植菜园和果树。 

47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为你认识的成年人准备一本 
Carbon Almanac。你可以从
图书馆借阅，或在此处了解
更多信息。

可以从任意一项 
行动开始。不用 
担心是否做到完美。

孩子们 
能帮什么忙？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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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和你同住的人也了解
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请打印下一页上的快报， 
并把它贴在墙上。

是的，甚至是浴室都可以 
成为教室！

48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打印
下一页。

让我们 
引起人们 
的关注！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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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法律禁止公司销售危害地球的物品。

- 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

- 给制定法律禁止伤害地球的人士投票。

- 向他人传授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许多人对这个
领域都不太了解。

- 人们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气作为燃料。这些
化石燃料使人们能够驾驶汽车和发电。

- 化石燃料将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

- 二氧化碳会阻隔热量。

- 滞留的热量会造成地球变暖。

- 在室外我们可能感觉不到温度的升高， 
但气温的微小上升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比如严重的风暴、洪水和干旱。

- 风暴会破坏建筑物、房屋、动物和我们的 
地球。

为了阻止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做出
以下巨大的改变：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thecarbonalmanac.org.

气候变化。
相关快报：

碳时代：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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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家有购车计划吗？
鼓励家人购买无需使用
汽油的电动汽车。

下一次请保存好你手中
的塑料餐具，并重复使
用它。塑料由化石燃料
制成，大多数人都把它
当做一次性用品。

电动汽车重复使用塑料

50

将这一知识点教授给一个大人： 
你现在可以购买 100% 由太阳能
和风能制造的电力。它的价格通常
与传统电力差不多！访问你当地的
电气公司网站，了解如何购买。

太阳能和风能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你可以为减少化石燃料的
使用贡献力量：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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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带来改变！我们可以从何处着手帮助我们的地球？
年轻的瑞典气候活动家 Greta Thunberg 首先改变了她父母的 

想法。她给父母展示了有关气候的事实。他们一起观看了环境主题电影。

51

Matthew N.，15 岁，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50 年，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不希望
因为我们在应该采取行动的时候无动
于衷，而让我的孩子不得不面对一个
千疮百孔的地球。”

“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但变化并没有马上发生。Greta 继续努力直到父母真正听取了
她的意见。在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方面，孩子们比成年人做得更好，
没什么好惊讶的，孩子们做得太棒了！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从大处
着眼 思考孩子们可以 

教给大人的想法。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
”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以下是一些你可以 
教给成年人的事情。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 创办一个骑车上学俱乐部，减少汽车在往返
学校路程中的碳排放。

- 让学校领导悬挂告示牌，要求司机在接孩子
时熄火等待。

- 让老师把今年科学博览会的主题全部定为 
气候变化。

- 将你所知道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教给 5 个
大人。让他们再向 5 个人教授这些知识。 
看看知识是怎么传播的？

这还仅仅是一些想法。从任何你能想
到的事情开始做吧。

我们的地球并不会要求我们做到尽善
尽美。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行动起来。

巨大
这些行动会带来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的改变！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 关掉不需要使用的灯。浪费电力意味着
释放更多的碳。

- 立即关门，确保热量不会逸出。

- 借用珠宝、工具和游戏等物品，这样工厂
就不会制造新产品并释放碳。

- 下次选择素食汉堡作为你的餐食。或者
参照本书做豆子汉堡。

- 举办一次班级竞赛，看谁的铅笔用的时间最长。 
重要的是不要扔掉还有用的东西。因为在制造 
东西时会释放碳。

- 让校长把暖气调低，这样做可以立即减少碳排放。
尤其是当孩子们在寒冷的月份还穿短裤的时候！

53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更多能带来改变的 
行动！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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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地球的手工活动：
活动：

去野外旅行时，全班同学身穿颜色鲜艳的 T 恤有助于
老师确认掉队情况，同时还能展示校园风采。但是当你
上四年级的时候，穿着一件印着“三年级学生 Rock”字
样的衬衫就不那么酷了。因此，班服往往只穿了几次就
会被扔掉。

为你的下一次班级聚会或野外旅行，制作鲜艳的 
班级 T 恤。但不要把 T 恤带回家，把它们留给老师， 
让以后的学生可以重复地穿。这样做，T 恤就不会被 
扔进垃圾填埋场了。

转发给你的老师、童子军队长
或班级家长。

54

由 Jodi Levine 提供指导：
碳时代：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制作班服。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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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地球的手工活动：
活动：

拿个底部尖的小土豆。

把它用刀切成两半。土豆 
会呈现泪珠的形状。
你可以找个大人来帮你切。

塞一张硬纸板到 T 恤里
面，这样油漆就不会渗到
背面。

做好 T 恤设计。用小块胶
带来规划好间距。

-

-

-

-

-

-

将土豆的切口浸入丙烯酸
涂料或织物涂料中。

把你设计的图案印在 T 恤
上！按照 V 字形印两次，
做出一个心形图案。

1 2 3

5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转发给你的老师、童子军队长
或班级家长。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制作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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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管理员：保护公园
和游客。想要进一步推进任务吗？太好了。 

我们需要你。完成任务的方法有很多。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远大的计划： 

长大后，你可以选择做一份有助于 
拯救地球的工作。以下是其中 5 种 
工作：

环境科学家：调查气候变化。
（有点像是地球的医生！）

环境专业教师：向学生教授
保护地球所需的知识。

生态发明家：创造拯救 
地球的发明。（你很快就
会看到其中一些发明！）

未来学家：想象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帮助人们
实现它！

56

这些只是其中
这些只是其中

的一小部分！
的一小部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从事有助于 
 拯救地球的 
 工作。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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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可以成为一名气候活动家，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采取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的人都叫做气候活动家。有时候这个称呼代指一份工作。
在其他情况下呢？它仅仅指人们的行为。Greta Thunberg 从小就
立志为气候变化贡献力量。如今 19 岁的她已经是世界上最知名的
气候活动家之一。

年龄不是阻
碍，任何人
都可以带来
改变。”

“

- Greta Thunberg

就像 Greta 一样，并不是只有成年人才能成为 
气候活动家。只要你愿意，你今天就能成为一名气候
活动家。

想要改变现状，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完成你的任务，教 5 个成年人关于气候变化

的知识。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很棒！

57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成为 
气候活动家。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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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用你的
发明让我们
摆脱困境。
绘制你自己的生态发明，并带上 
#GenerationCarbon 主题标
签与我们分享。

58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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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开始训练吧！
把这当成是一次帮助你完成任务的特殊训练。

就像《寻龙传说》里的场景一样，Raya 的父亲教她
保护宝石。

或者更好的是，Moana 练习向 Maui 做自我介绍的
场景。

当然，谈论气候变化也有很大帮助。

59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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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词语，即使他们对这些

知识不是很了解。

听完后，复述你听到的
内容。（这可以表明你
在乎对方的想法。）

解释气候变化 
如何引发怪异天气。

就一个积极的目标 
达成一致，比如你们 

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轮到你开始倾听。

60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如何教授 
这些知识：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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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可以
和大人一起
做一个简单
的实验。

61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感觉
如何？

教授教授

55
个成年人个成年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https://thecarbonalmanac.org/genc


人们没办法总是达成
一致，或以同样的方式

思考问题。

聊一聊怪异的天气 
可能会有帮助。 

在天气方面大多数人
的看法是一样的。

所以要知道观点不同是
正常的，期待不同的 
观点能有所帮助。

不一定非要完美的 
谈话才能产生影响。 

你要做的就是 
迈出第一步。

如果你在倾听时开始
感到紧张或沮丧， 

请深呼吸。

62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准备好接受 
不同的观点。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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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掌握了大量有关气候的知识。你对它们了如指掌。
那么，你的声音呢？发声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

 好了，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你的任务：教授 5 个成年人

63 Lucija，11 岁，瑞士苏黎世

你学到的最有用的一点是什么？

“永远都不要轻言放弃。”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打印 
下一页。

是时候用你的知识和声音来向 5 个成年人 
传授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了。让我们制定一个
游戏计划，让你可以为拯救地球贡献力量！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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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记录
游戏计划

可以教授的对象：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写下任何你可以教的成年人的名字。 
需要一点提示？老师、校长、阿姨、 
叔叔、祖父母、表亲、邻居、亲友。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们吗？如果不会，
想想你可以教他们的时间！

圈出是或否。每当你圈出是，
就在下面的星星上涂上颜色或
打勾！

可以教授的时间： 你教他们了吗？你的任务是 
教授 5 个成年人。

先填写你的教学对象和教学时间。
然后在最后一列中跟踪你的进度。
本页有多余的空处，因为你可能无法
和你想到的每个人都有机会交谈。

已经拿到所有的星星？
你做到了！接下来要做的是：
好好庆祝一下吧。你真了不起！
访问 carbonalmanac.org/kids，获取你的 
变革者证书
让这成为一个起点。让我们一起努力拯救地球！

-
-

- 1 2 3 4 5

碳时代：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有志者事竟成。”
- Greta Thunberg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65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给你介绍一个有趣的方法来教成年人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
邀请他们和你一起玩游戏。我们正好有一个游戏…

 气候探索 
棋盘游戏。

有趣的任务工具：

- 留出 15 分钟的时间。
- 适玩人数：2-4 名； 

适玩年龄：7-11 岁。
- 和大人一起寓教于乐，

和朋友们一起享受游
戏乐趣！

只需点击
只需点击//轻触，轻触，

即可下载并打印
即可下载并打印

免费棋盘游戏！
免费棋盘游戏！

给你推荐《气候探索》，这款简单的棋盘游戏将引导 
你走上净零未来的道路。

《气候探索》将带你了解导致气候变化的四大因素： 
食品、交通、能源和制造业。你需要针对每个因素采取 
气候行动，并了解它们如何帮助或伤害我们的地球。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游戏开始！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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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学习如何拯救 
地球了吗？

准备好学习如何拯救 
地球了吗？

准备好学习如何拯救 
地球了吗？

准备好学习如何拯救 
地球了吗？

准备好学习如何拯救 
地球了吗？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特别邀请 特别邀请

特别邀请 特别邀请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加入我的地球拯救 
团队吧！

特别邀请

特别邀请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碳世代：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免费副本： 

carbonalmanac.org/kids

邀请其他人加入此项 
任务！

把这些卡片打印出来，在学校
分发，贴在生日礼物上，或者
把它们藏在有趣的地方，让 
朋友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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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住，我们的地球并不会要求
我们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行动起来。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我们的共同努力，
让世界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不同。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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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敬

68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培训课程

已完成！
 你做到了。

运用这些课程知识，
在            上掀起一场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浪潮吧！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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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碳时代的变革者们！《碳时代》是一个播客节目，主题是你和你的 
同伴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大人来拯救地球。

孩子们有一些关于气候变化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有价值。
在节目中，我们会听到来自朋友、动物、课堂、科学家、专家和像你这样的
变革者的声音。我们需要有科学头脑的碳时代记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
在某一期节目中提交自己的科学发现！

请访问 thecarbonalmanac.org/kids 了解更多信息，并在你的 
播客应用上订阅本节目。让我们改变世界吧。变革者们！

点击/轻触观看 Apple 播客或 Google 播客。

“
“
“

69

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为什么海洋里会有这么多塑料？”
是什么污染了空气？它们是如何对空气产生污染的？”
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北极熊会有足够的食物吗？”

为好奇的儿童 
准备的播客！

翻译谨由 RWS Group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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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NeJame
15 岁，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Lucija Biuk
11 岁，瑞士苏黎世

Aubrille
8 岁，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Arlo Decardenas
18 岁，得克萨斯州沃思堡

Matilde Righi 
8 岁，意大利博洛尼亚

Elizabeth Granger
11 岁，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Grace
6 岁，加拿大多伦多

Ivan
8 岁，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Edie Chua
7 岁，加拿大多伦多

Grayson
5 岁，密歇根州底特律

Julia Ankenmann
15 岁，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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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共同的使命：传播关于气
候变化的信息。

现在轮到你了。

召集你的朋友，传播关于气候变化
的信息。

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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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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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时代：
是时候 
开始行动了。

|  查看 Carbon Almanac，了解更多信息。 想要分享本电子书？单击此处。

我们的地球并不会 
  要求我们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需要做的 
  只是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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