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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年轻人提供解决方案，改革 

危及生命的粮食系统 
 
 
警钟已经响起——如今我们的粮食系统正变得越来越让全球、当代人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失望

，全球各地 6.6 万名为粮食系统现状痛心不已的青年朋友及他们的盟友敲响了警钟： 
 

● 粮食系统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农业令 86% 的物种面临灭绝风险1，并

且造成了 80% 的森林砍伐2。粮食系统还贡献了 37% 的温室气体排放3，间接导致了

气候变化 
● 新冠疫情加剧了粮食安全问题。2020 年，全球饥饿人口达 7.68 亿，相较 2019 年

增长 18%，1.49 亿五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4900 万儿童存在消瘦问题。由此可见，

粮食问题仍是一项重要问题4 
● 营养前景也十分严峻。全球多达 30 亿人无力负担哪怕最便宜的健康饮食5，五分之

一人死于营养不良6 
● 然而与此同时，约有 40% 的食物遭到浪费7 

 
形势严峻，而我们所有人都不能幸免。有鉴于此，6.6 万名青年朋友及其盟友坚定承诺采取

行动，而且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2021 年 9 月 22 日，他们中的代表将参加“有粮食才
有未来”（Food is the Future）线上活动。该活动将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UNFSS）前举

行，届时各成员国和支持者将齐聚一堂，积极推动切实的变革，实现健康、可持续、有韧性

和公平的粮食系统。 
 
“有粮食才有未来”活动期间，青年领袖将就粮食的未来、峰会及其预期成果以及需要做的

工作展开交流。 
 
“为了宜居的未来，我们需要对粮食系统进行变革。目前的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正在危及我
们的未来，而它们可能是营养、正义和可持续性的基础。” 
——Lana Weidgenant，This is Zero Hour 副主任、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二青
年副主席、Act4Food Act4Change 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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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我们将分别举办两场线上会议，以便全球各地身处不同时区的大量观众参与。会议将探

讨以下关键议题： 
● 评估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进展，包括已经探讨了哪些内容、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以

及其对年轻人的影响； 
● 需要做出的重要抉择及其紧迫性，以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加快推进日益壮大的运动

，促进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并将之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呼吁； 
● 建议和年轻人最关注的问题，即年轻人希望看到第二天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取得什

么成果，以及下一步将如何实施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期间提出的议程。 

“我们的全球粮食系统应该让人们能够有尊严地养活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我们必须继续为
实现这一更加公正的愿景而努力。这一变革必须以年轻人为中心，我们要让年轻人参与进来
，放大年轻人的声音，因为我们希望建立的全球粮食系统，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而建，
更重要的是为了他们这一代人而建。”——Michelle Nunn，美国国际关怀组织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四主席 

发言嘉宾包括来自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青年代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主席和其他

认为粮食系统与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有关的嘉宾： 
 

● Sophie Healy-Thow，Act4Food Act4Change 全球青年运动协调员 
● Rayan Kassem，Youth4Nature 西非区域主任、Act4Food Act4Change 青年领袖 
● Lana Weidgenant，This is Zero Hour 副主任、Act4Food Act4Change 青年领袖 
● Alec Baldwin，粮食和气候活动家和行动者 
● Gonzalo Munoz，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高级别支持人员 
● Johan Rockström，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主任 
● Lawrence Haddad，全球改善营养联盟执行理事、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一主

席 
● Gunhild Stordalen，EAT 基金会（EAT Foundation）创始人兼执行主席、联合国粮

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二主席 
● João Campari，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全球粮食实践负责人、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

轨道三主席 
● Michelle Nunn，美国国际关怀组织（CARE US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联合国粮食系

统峰会行动轨道四主席 
● Sandrine Dixson-Decleve，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联合总裁、联合国粮食系

统峰会行动轨道五联合主席 
● Saleemul Huq，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主任、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五联合

主席 
 

“我想告诉大家，把地球健康饮食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应对气候危机的首要解决方案
十分重要。  同时采用这两种措施将有助于实现必要的变革，解决气候、原住民社区和生物
多样性问题。我很高兴能参加此次活动。” 
——Rayan Kassem，Youth4Nature 西非区域主任、Act4Food Act4Change 青年领袖 
 
“解决粮食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最紧迫的挑战。  我们在这个星球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

全面改革我们生产食物的方式和我们选择放进盘子里的食物。更美好的未来需要我们所有人

的努力——政治家、商界领袖、你和我，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食物选择更有意义，同时依然不



 

失美味。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我们召集成千上万人民，共同聚集在全球会议桌旁，探讨如何

释放粮食的力量，为所有人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Alec Baldwin，粮食和气候活动家和行动者 
 
“有粮食才有未来”活动为 Act4Food Act4Change 青年运动的关联活动。Act4Food 

Act4Change 发起于 2021 年 5 月 18 日，截止目前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关心此

事的个人和盟友的超过 64428 份承诺，他们呼吁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联合国机构的决策

者发挥领导作用。  这些年轻人投票表决了一份 Actions4Change 行动清单，包含 17 项行

动，旨在改革全球粮食系统，并最终于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年轻人可以在粮食系统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作为如今面临莫大食物选择风险的一
代，我们欣慰地看到，年轻人已经开始挺身而出了。粮食系统行动者应该用心听取他们的
想法和建议。”——Lawrence Haddad，全球改善营养联盟（GAIN）执行理事、联合国粮

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一（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而有营养的食物）主席 
 

Act4Food Act4Change 运动受到的高度关注证明，年轻人乐意且热切地希望发挥主导作用，

推动当前粮食系统实现公平、可持续、有韧性和以人为中心的变革。   
 
和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一同参与信息丰富、鼓舞人心的“有粮食才有未来” 活动： 
 

2021 年 9 月 22 日，周三 
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9 点至中午 12 点或欧洲中部时间下午 4 点至晚上 7 点 

点击此处注册参加 
 

### 
编辑注释 
 
关于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即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前一天，由正着手改变粮食系统和对粮食系

统感兴趣的青年代表、六名行动轨道主席及其所属组织召开。本次活动将汇聚长达 18 个月的工作成

果，并呼吁全球领导人采取行动，倾听年轻人的意见，考虑他们最关注的粮食系统问题。本次活动将

： 
  

● 回顾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进展：我们已经探讨了哪些内容、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以及我们

对此有何感受； 
● 重点说明需要做出的重要抉择及其紧迫性，以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加快推进日益壮大的运动

，促进人类和地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并将之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呼吁； 
● 分享建议和年轻人最关注的问题，即年轻人希望看到第二天的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取得什么成

果，以及下一步将如何实施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期间提出的议程。 
 
关于 Act4Food Act4Change 运动 
团结起来，年轻人就有推动和影响全球粮食系统产生切实、积极变化的非凡潜力。如今，世界各地的

年轻人正携起手来，支持 #Act4Food #Act4Change。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召开之际，我们必须一如

既往地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理念和解决方案。 

我们的承诺将连接起全球的年轻人，关注他们为推动系统变革付诸的行动。 

Actions 4 change 呼吁所有人，尤其是各国政府、企业、联合国机构和年轻人果断、迅速地行动起来

。 
 

http://actions4food.org/
https://actions4change.org/vote-for-actions
https://www.eventbrite.com/e/food-is-the-future-virtual-event-september-22-tickets-169823010195
https://actions4food.org/en/
https://actions4change.org/


 

垂询/联系方式 
Edwin Shankar，Leidar 传播咨询顾问 

电话：+47 (0)415 23 012（挪威），邮箱：edwin.shankar@leidar.com 
 
 
 
Additional Quotes to be translated: 
“政策、法律和法规无法改变人的行为，人才能改变人的行为。（我们应该）投资培养年轻
人，尤其是女孩，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人。这将是改变饮食、行为和更广泛消费模式的关键
所在。” 
——Saleemul Huq 博士，教授、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ICCCAD）主任、联合国粮食

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五（培养抵抗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柔性）联合主席 
 
”你们需要做的不仅是在演讲里提到年轻人，你们得为我们站出来。“ 
——Sophie Healy-Thow，增强营养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青年倡议家 

“年轻人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有权掌握塑造粮食未来的真正权力。岌岌可危的是
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热忱和想法将会推动我们所需要的变革。未来是年轻人的，而有粮食才
有未来。” 
——Gunhild Stordalen，EAT 基金会创始人兼执行主席、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二
主席 

我们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制止粮食系统对气候、自然和人类的负面影响，并释放其潜
力，支持一个有利自然的、粮食安全的、净零排放的未来。未来几个月做出的决定，
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对年轻人产生巨大影响。所有粮食系统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表达自
己的雄心，青年也不例外——他们是未来的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权力在他们手中，
在他们放在盘子里的食物、他们采取的生产方式以及他们影响和接受的政策中。 
Joao Campari，世界自然基金会粮食实践全球领袖 
 
几年后，预测和应对冲击以及从冲击中恢复将成为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要和年
轻人一起，为年轻人设计适应未来的柔性粮食系统！ 
Sandrine Dixson-Decleve，罗马俱乐部联合总裁、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行动轨道五联合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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