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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志愿者的奉献息息

相关。在 CBIK 成立之初，

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依靠兼

职人员的无偿劳动才得以

完成。目前，还有一批国际

和国内的志愿者在支持着

我们的工作，为 CBIK 的发

展做出贡献。借此，向他们

表示由衷的感谢! 
             (钱 洁) 

为公

修睦 ，

不独
澳 大 利 亚 国 际 志 愿 者 组 织

stralian Volunteers International, 以
称 AVI) 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和

有经验的国际志愿者派出机构。

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共派出150多位

者。AVI 主要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

开展项目活动，支持公民社会、消

困和可持续发展。目前有很多澳大

志愿者服务于民间组织的能力建

农村发展、生态旅游、帮助残障人

艾滋病患者、以及英语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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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

。选贤与能，讲信

。故人不独亲其亲

子其子… 

 

——摘自西汉戴圣《礼记》



我 们 身 边 的 志 愿 者 

 
陈媛是一个上海姑娘，当她从《华夏人文地理》上读到一篇有关 CBIK 项目的文章，描

述 CBIK 是如何与藏族村民一起工作，为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便与我们联系，希

望自己也能够作为志愿者成为 CBIK 的一员，为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当

初很犹豫，一个上海姑娘能够胜任艰苦的野外工作，与贫困的山区农民吃在一处住在一处

吗？不过我们最终还是消除了疑虑，CBIK 需要这份来自远方的诚挚帮助。与陈媛共同工作

的一年多时间很快就过去，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陈媛的离别时，我们很想对她说…… 
（注：下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编者加的评注。） 
 
普灵沥: 

好多次你被误认为是男孩，做事风风火火，性格直爽，豪放，不拘小节。但也有女孩特

有的温柔和细心，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给来昆明探望你的妈妈倒好一杯水，然后送进房

间后，才去上班做你自己的事情。 
加班已成为你的家常便饭，经常我都不知道你是多晚才回到我们一起租的小家。同时你

也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再累再忙也会很热心地帮助别人。 
思维很活跃，你的问题特别多。很直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能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

建议，这是很多人都不能做到的。 
 

普路平： 

热情、有活力、有理想，能为理想付诸行动，你是我们这一代中真正的热血青年。 
 

王愉： 

当被问到我对陈媛有什么看法，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陈媛是个好同志”。 
你能够决定来CBIK，并最终来到CBIK真的是不容易。你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来

到云南，离开很多人仰慕的IT行业，到一个只能提供给你有限工资的NGO，应该说你的到

来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因为至少说明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能吸引到不同专

业背景的人才。 
说到你的工作，大家都认为你是如此认真和努力，对CBIK网络的改进有很大的促进，

特别是中文网站的建立，为CBIK的公众宣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从某方面来说我总觉得你和马骅有相似之处：为了自己的理想，远离家人、家乡、朋友

只身一人到云南，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适应了新的生活，表现出对云南生活的热爱。 
你个性直爽、执着，非常喜欢提问，思想很活跃，善于思考，也喜欢帮助别人，是我们

大家都喜欢的一个好同志。 
 

陈学崇： 

你工作的时候比较专注，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如果更直接点的话应该是超现实的理想主义

者。（也许正因为这样，你才会来到边远的云南

为少数民族社区服务。） 
你无论对朋友还是工作都没得说，但想的事

情似乎有点多。（忧国忧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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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琼娴： 

比较热心，如果有什么事请教你的话，你总

会耐心地解释，有什么事也特别愿意谅解别人，

真希望你能与我们多待些日子。 
 

申时才： 

你给我们这些单身汉留下了如此好的印象：

漂亮、能干、善于动脑筋、工作认真等等。（可

惜你走了！） 
 

许夕大： 

你工作认真负责，与同事相处比较和气，对

你的印象比较好。（哈，CBIK的老同志也对你有

不错的评价喔！） 
 

曾益群： 

热情、有想法、敢做敢为、敢想敢做、心细，

敏感度高；与一般的女人不一样：不爱穿裙子，剪

儿，就是走路的姿势要改正一下，不要驼背☺ ! 
自然不造作，与农民相处甚好，是一个立场鲜

个男朋友一起分享，因为与朋友们分享会很快乐，

吗？) 
追求效率，很令人钦佩；追求完美,令人担忧；

被你感动。 
我很喜欢你！大家都很喜欢你！希望你在上海

 
李志南： 

在我的印象中，你是勐宋的跌跤大王、办公室

的超级甜点。（唉呀，云南在你心里该是什么样啊！

 
李波： 

有人说，志愿行动的普及程度是一个自强、健康

每年都有不少国外、国内的人与我联系，希望来CB

说，CBIK接受志愿者也许可以说明CBIK的开放、包

陈媛是我接手的第一个国内志愿者。 她的可爱

了，同事们已经把我想说的词汇都用完，用尽了。

识自己作为志愿者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也没有必要

动。 

中国那么大，可去的地方那么多，挣脱风筝的

个地方走一走，体验在路上、在他乡的感觉，来一

这些，也许都不是。但原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

起。这就是我对她返回上海充满信心，充满憧憬的

其实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复杂，那么“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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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长得漂亮，网页做得很漂亮、对摄像

短发，永远那么精干，孝顺母亲的好女

明的人、好学的人、会做菜的人，应该找

但与幸福还是差一点☺! (你同意她的说法

急性子，我们经常被你催得烦；真诚，常

会快乐!! 

的“救火”队员、时装老板的克星、蚂蟥

） 

，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IK的项目中做志愿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

容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之处以及对CBIK的贡献就不用我再多说

 或许陈媛自己并没有从很高的高度来认

非得“上纲上线”地总结一个个体的行

牵引，飘离上海的上空，去自己国家的各

次活在他地的心跳。陈媛的初衷也许就是

欣赏她敢付诸行动，敢于放得下，又拿得

原因。 

，也许只要人人都活得真实一些，心智也



来得自然一些，志愿行动在中国也许就会更像“老百姓”自己爱做的事，老百姓自己的事。 

有首歌为志愿者在唱：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 …… 天不老，地不荒，岁月长又长……

陈媛，我们会为你的每个进步，每个好消息鼓红了手掌。 

 

吕宾:  ...... ....... ...... (一切尽在不言中？!) 

 

 

其实我们最想说的是：“陈媛，我们衷心地感谢你在CBIK出色的工作，你的志愿者服务

精神将永远感召着我们，为CBIK的使命而不懈努力，为我们的社会和大众做更多有益的工

作。谢谢！” 
（普灵沥 钱洁 整理） 

 

CBIK 论坛活动集锦 
 

 
2004 年 CBIK 第三期论坛 

（4 月 7 日） 
坛主：Amiram Gonen 教授 及 Rivka Gonen
博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主题：最后的回归——埋葬 
参与人员：来自 8 个组织的 18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Amiram Gonen 教授和他的妻子 Rivka 
Gonen 博士供职于希伯来大学，夫妻俩都对

“丧葬”这一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有很多研

究。作为地理学家，Amiram 更关注地域与

认同的内容，而 Rivka 更关注于墓地考古。

Amiram Gonen 教授提出了埋葬位置选择的

四种认同方式：家庭认同，文化、族群认同，

地理认同及社会认同，并对每种方式进行了

阐述。参会的专家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丧葬习

俗与认同的一些案例进行了讨论。Amiram 
Gonen 教授提供了他撰写的关于此主题的

两篇文章（英文），有兴趣的朋友请与论坛

秘书普灵沥索取。 
 

2004 年 CBIK 第四期论坛 
（4 月 30 日） 

坛主：Mr. Andreas Wilkes (安迪先生) 
主题：行动研究――参与式技术发展 
参与人员：来自 4 个组织的 11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安迪先生以研究会在中甸和贡山的“改

善农牧区生计项目”为例，向参与者介绍了

什么是行动研究，并解释如何通过项目活动

促进参与式技术发展。行动研究的目的是改

善某一个情况，而不仅仅象常规研究一样为

了‘调查了解情况’。行动研究的应用范围

广，但行动研究的过程一般由几个行动研究

循环组成。每个循环周期的基本内容由计

划、行动、观察、反思而组成。研究的参与

者经过这样的若干循环周期才能从实践当

中不断学习、总结和提高。由于参与者都对

行动研究感兴趣，且都不同程度地开展过参

与式技术发展方面的项目活动，因此大家决

定把各自项目中涉及参与式技术发展的内

容写成案例，共同讨论了案例的框架和写作

的要求，并决定将在下半年再组织一个写作

会，对写好的案例进行讨论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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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CBIK 第五期论坛 

（6 月 22 日） 
坛主：Mr. Nathan Badenoch （倪登先生） 
主题：环境治理：多层面政策制定的当地认

识 
参与人员：来自 6 个组织的 23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Nahan Badenoch，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

博士研究生，目前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RI）
的制度和管理部兼职。他的研究重点是泰国

北部少数民族山区的社会资产和当地资源

管理。他目前在 WRI 的工作是作为《资源

政策支持宣言》（REPSI）的一部分，通过

更好的管理东南亚大陆山地区域的自然资

源来提高当地的生计。 
首先 Nathan 先生介绍了环境治理的基

本概念和研究框架。他认为环境治理产生影

响的因素可分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影响

是法律，间接影响是参与决策的人们。环境

治理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一、区域组织，

跨国境、边境的合作；二、国家组织机制，

国家宏观的政策框架；三、社区治理，当地

组织机构。Nathan 先生提出，对环境治理影

响最大的还是国家组织机制，国家的宏观政

策框架，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之后，

Nathan 还以在泰国关于分权管理政策的推

行为例，对多层面政策制定的当地认识作了

更进一步的介绍。参会专家针对该案例进行

了讨论。 
 

2004 年 CBIK 第六期论坛 
（7 月 6 日） 

坛主：郭净 
主题：雪山短歌 
参与人员：来自 4 个组织的 14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常看新闻和关心滇西北的朋友也许都

知道，一个在云南支教的上海青年志愿者在

德钦坠江，目前还没有任何下落。郭净老师

以一个朋友的角度向我们讲述了他所认识

的“阿觉瓦”(朝圣者)马骅，并和我们一起欣

赏了马骅“雪山短歌”组诗中的六首，和与会

的会员一起讨论了我们为什么要到远方的

田野做调查，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成为志愿

者。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论坛，没有讨论专

业知识，也没有介绍野外工作方法。但参与

者都从中体会和反思了我们的工作，尤其是

工作与理想、工作与人生的关系。最后郭老

师给我们放映了一个短片，让大家对藏传佛

教的转山活动和藏族神山信仰有了进一步

的认识。 
如果大家希望进一步了解马骅的话，请

登录“诗生活”网站，可以找到小马专辑。 
（http://www.poemlife.com:9001/index.asp） 
 

2004 年 CBIK 第七期论坛 
（7 月 15 日） 

坛主：C. S. Weckerle, F. K. Huber（瑞士苏

黎世大学系统植物学研究所） 
           高 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主题： “水洛河谷人与植物” —— 普米人、

粟母人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简介 
参与人员：来自 3 个组织的 14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水洛乡的水

洛河谷中生活着嘎米人、普米人、粟母人、

蒙古人以及纳西人；几千年以来，各民族和

睦共处，共享一个优美的自然环境却拥有不

同的民族文化及风俗习惯。 
坛主通过近 3 个月的野外工作，收集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加深了对高山峡谷区世

居民族的了解。本次论坛是在第一时间与从

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和社区发展工作的同事

共同分享这 3 个月的野外收获。 
此次论坛分为了三个部分：一是项目的

总体介绍和设计；二是介绍本次野外工作采

用的方法，最后邀请论坛参与者欣赏本次野

外拍摄的一些照片，直观感受了水洛河谷的

自然环境及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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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CBIK 第八期论坛 
（7 月 26 日） 

坛主：高立士先生 
主题：“竜林”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参与人员：来自 3 个组织的 18 人参加了这

次论坛 
提要： 

高立士副研究员，获地、州、院、省级

民族工作模范、先进工作者称号，《云南日

报》、《新华日报》表彰。通晓新老傣文，

曾给地、州、省领导及周总理当过傣语翻译。

从事过基层工作、教育工作、研究工作等，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近期主要

从事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及竜林文化等

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研究。其中《西双版纳

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研究报告，专

著，50 万字，中、英文对照，美国福特基金

会资助项目)获云南民族大学第五届科研成

果一等奖。本次论坛，高老师从竜林的生态

功能、对生物多样性的贡献及竜林的文化等

几个方面来与大家讨论。 
高老师首先给我们介绍了“竜”的来历，

傣族把祖先神居住的地方称为“竜林”，与汉

族的“龙”同音，为了与汉族的龙崇拜区分

开，一般学者都不用“龙林”这个称呼。通过

长期在傣族地区的经历、观察及近年来对竜

林文化的研究，高老师指出，竜林是原始宗

教祖先崇拜的产物，也是傣族人民纯朴的自

然生态观的具体表现。竜林具有重要的生态

功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着很大的贡献，

同时也承载着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高老师

认为，应该根据水源保护区域大小对竜林及

竜林文化进行分级保护。最后，大家就结合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题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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