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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高明的投资策略，莫过于在身体、心智、精神、待人处事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从日积月累的进境中，不但可以拓展自我成长空间，也协助了他人成长。 

――摘自史蒂夫柯维的《与成功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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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之路。研

究会从 2001 年起就开始致力于员工、会员

和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在把能力建设融

入到机构的发展战略的同时，研究会通过

制定人力资源管理手册把员工能力培养进

一步机制化。针对研究会年轻人多、知识

面窄、缺乏野外实际工作经验的具体情况，

研究会组织了问卷调查，对工作人员在完

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学习的需求进

行了系统地调查。根据综合的学习需求，

制定全年的能力建设计划，大力加强年轻

人才的培养，积极为年轻人创造培训机会。

对年轻人采取信任、鼓励、授权、监督和

指导相结合的方法，着重于能力的培养，

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 

NGO 是不同于其他营利性组织和行政

事业单位的组织，信念和价值观教育是民间

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研究会通过座谈会

和集体活动等形式培养工作人员为国家、为

社会、为民族的社会责任感；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参与式精神；局部服从全局、

个人服从集体的大局观念；团结协作互赖的

团队精神。每个员工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主

人翁精神，才是一个机构人力资源发展的主

要动力和坚实基础。由 WINROCK 资助的团队

建设和领导力培养等活动，都极大地带动了

研究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自我完善，为

未来提高机构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卓越的业绩

奠定了基础。 

（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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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核心能力模型 
（讨论稿） 

 
核心能力模型分为以下七个部分，即：社区能力建设、创新、互赖的伙伴关系、处理复杂事物

和应变能力、项目管理、创造优秀的业绩和执行卓越、组织学习和人员发展。 
 

一、社区能力建设 
1． 以社区/受益群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了解其需求的多样性； 
2． 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工作和实践，并从中学习和积累社区工作的经验； 
3． 根据社区/受益群体的需求，设计和发展参与式的社区能力发展项目，提高社区自身可持续发展

能力； 
4． 项目后期影响评估，总结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出不断改进和提高的方法和途径。 
 

二、创 新 
促进创新,不断学习 

1. 提出并鼓励创新的思维； 
2. 寻求能将事情做得更快、更好的新方法； 
3. 勇于挑战并鼓励他人去挑战现状； 
4. 与他人分享成功的做法和创意。 
 
促进机构业务发展 
1. 要求自己和他人追求更富挑战性的目标； 
2. 寻找和利用新的机会、项目和资助方； 
3. 勇于冒险并机智地克服困难。 
 
高瞻远瞩 

1. 为团队描绘远景并沟通未来的发展目标； 
2. 制定发展策略； 
3. 鼓励团队认同愿景； 
4. 执行远景和策略。 
 
 

三、互赖的伙伴关系 
团队合作 

1． 作为团队成员，积极主动地参加和促进团队成员间的合作，以实现团队的共同目标； 
2． 推动组织内部的资源、经验、流程和 佳实践的分享，并归纳总结形成组织的资源和学习资料； 
3． 积极主动地参与和促进成员、部门和机构内部的公开透明地沟通； 
4． 鼓励、挑战团队成员实现更高的目标和业绩； 
5． 发挥团队中个人的能力、风格和长处以实现高效的团队协作。 
 
相关利益群体间的协作 

1． 积极主动地同各相关利益群体和伙伴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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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断保持和拓宽同合作伙伴的支持网络； 
3． 建立同合作伙伴间的共赢互惠的共同目标，并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4． 预测、关注各种决策和行动会给双方带来的影响和结果。 
 

四、处理复杂事物和应变能力 
管理复杂事物 
1． 分析复杂事物、问题、现象，并尽力找出问题的根源； 
2． 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并有效地确立应优先解决的问题和任务； 
3． 在处理复杂事物、困难、矛盾和突发事件时，主动承担责任，并在过程中体现领导力。 
 
领导并实施积极的变化 

1． 有效地应对和管理变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抗拒； 
2． 组织支持变化的力量和团队； 
3． 推动团队中积极和有建设性的争论和挑战； 
4． 把握变化的机会以推动创新、技术改进和前瞻性思维。 
 

五、项目管理  
1. 通过高质量的项目计划、实施、过程管理实现项目的按时、按预算、高质量的完成； 
2. 保证项目按计划时间完成； 
3. 保证项目预算按计划实施和预算的合理有效利用； 
4. 确保项目的目标、结果能满足项目各方的需求； 
5. 通过领导实现高效的团队, 高质量的工作, 展示高效的项目领导能力； 
6. 设计、推广有效的项目评估、阶段性评估体系，并不断探讨改进的方法和途径； 
7. 实施有效的项目规模控制、成本控制，保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 
8. 在项目计划、实施的各阶段进行有效的沟通、信息共享，完成高质量的项目阶段性报告； 
9. 在项目计划、实施的各阶段分析和控制风险； 
10. 总结项目经验、成果、教训和 佳实践，完成高质量的项目报告，并使之成为不断提高和改进

的基础； 
11. 在项目的各阶段有计划的培养、引导团队其他成员的成长和经验积累。 
 

六、创造优秀的业绩和执行卓越 
结果导向 
1. 积极主动并负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并在计划时间要求范围内创造卓越的业绩； 
2. 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处理变化和不定因素的能力； 
3. 为团队、自己设立具有挑战的目标，并组织领导团队目标的实现。 
 
建立跟踪评估业绩的体系 
1. 管理重要和优先处理事务的能力； 
2. 跟踪计划的实施和进展； 
3. 建立健全评估体系、成本控制、风险和利益影响管理体系； 
4. 取消重大错误决定的决策能力 
 
建立完善的流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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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建立、推动机构内部制度、流程、系统建设，并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2. 建立、推行、实施以机构战略规划为指导的项目选择，综合项目群体管理、项目管理、资源分

配管理流程； 
3. 确保战略规划的实施，计划好成功实施的各项资源。 
 

七、组织学习和人员发展 
个人的不断学习和发展 
1． 积极主动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2． 研究报告能力：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研究报告的能力，以

及相应的文字写作能力； 
3． 倾听，采纳各个不同层面的意见和建议； 
4． 积极寻求各个层面的反馈，采纳有建设性的建议； 
5． 承认错误，并从经验教训中学习。 
 
组织人员的能力发展 
1． 提供及时、诚恳的反馈，帮助成员实现其工作目标并发挥其个人潜力； 
2． 提供有挑战的任务、工作、项目以促进成员的能力发展； 
3． 跟踪团队成员的能力发展计划并促其实施。 
 
创造能力发展的环境 

1． 将组织远景和战略转化成团队可理解的目标，优先任务和挑战，并促进其实施； 
2． 有目的地发展、指导、奖励高效团队； 
3． 确立清楚、明确的业绩目标，推进目标责任的实现。 
 

 
 

佳 碧 记 事 
尹 仑 

（研究会传统知识部主任） 

 
 我第一次见到次里扎巴时，他是个猎人。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熊、狼、岩羊、野鸡和獐

子死于他那杆老枪下，他只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头咬死他五只羊的熊，他背着枪在雪山上追踪了七天，

家里的人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第八天晚上他背着熊回来了，熊当然死了；还有一次因为一只花

豹，他从悬崖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腿，活佛告诉他是山神的惩罚，家里的人也向他抱怨，但他腿好之

后又扛着枪上了山。这些事情是有一次围着篝火喝酒时他告诉我的，那一天他招待我的是刚打死的

一只鹰。他一边喝酒一边擦着那只老枪，他说这支枪是他爸爸传给他的，很珍贵。喝完酒后他送了

我一串项链，上面除了有绿松石、红珊瑚外还串着鹰爪、熊牙、狼齿。次里扎巴是个好猎人。 
 我第二次见次里扎巴时，他是个兽医。他身上挎着的已不再是那支老枪，而是一个贴着红十字

的药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多少牛、羊、猪和鸡打了预防针，他负责整个村共七个社的几千头家

畜。由于地理环境恶劣， 远的社除了要走两天的山路外还要过溜索，但对他不是问题，因为同样

的路他以前也经常走，只不过现在不是为了猎杀动物，而是为了替动物看病。同样还是在一堆篝火

旁，和相同的人喝着一样的酒，坐在我面前的却再也不是猎人，而是兽医。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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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虽然他爱那支枪，但政府让交他就交了，在把枪交给警察的那一刻，他觉得手上空了，心

里也空了，他不知道以后他还能做什么？有一天看着一头生病的猪，他突然想起来父亲除了给他枪

教他打猎以外还传给了他另外一门手艺，那就是怎样为牲口治病。于是他到乡兽医站领了药箱买了

针水，开始在村里行医。他的药箱靠在身边，那里曾经是放枪的位置，药箱里面除了一块白色的哈

达外放满了钳子、针管、药水。次里扎巴是个好兽医。 
 我第三次见次里扎巴时，他是个林管员。他看护着社里所有的森林还有森林里的飞禽走兽。这

里的每座山他都走过无数回，林子里有什么动物他都知道，这个工作交给他是 合适不过的了。偷

伐偷猎的人要小心了，因为这里的林管员曾经是个优秀的猎人，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于是我们又点了一堆篝火，又喝起了酒。他这次的话很多，但关于他自己的很少，他讲了很多他村

子的事情：历史、现在和他眼中的未来，还有他为什么要当林管员。这次他的手上没有了枪也没有

了药箱，但他的心里有了很多事情。 
 佳碧村，位于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

县，是卡瓦格博神山脚下、澜沧江边的一个美

丽的藏族村庄，佳碧河从雪山流下穿过村子后

汇入澜沧江，这里是次里扎巴的家乡。这个

30 户人家不到 200 人的普通小山村，却有着

一段不普通的生态历史：村子可追溯的 早历

史竟是一次毁灭一切的自然灾害。佳碧村的老

人说这里以前有 80 多户人家，三个大土司，

一天夜里神山的一部分掉了下来把整个村子

都埋掉了，只有两家得以幸存。这个自然灾害

在佳碧人的记忆里即是毁灭一切的噩梦又是

一切开始的纪元，他们讲述村子的历史总是从

这次不知年代的巨大山体滑坡开始，那幸存的两户人家也是今天 30 户人家的祖先。今天这段记忆已

经逐渐变成神话，甚至和木天王扯上了关系，但佳碧人知道自然灾害曾经毁灭了他们的家园，今天

的一切又都是在这一自然灾害后重生的。 
 劫后余生的佳碧人更加敬畏大山了，村子周围的山几乎都被尊为神山，一共有五座，每年藏历

新年从初一到初五，村民们都要依次到每一座神山焚香许愿。森林、树木、花草、野兽和人一样属

于神山，都接受神山的庇护，所以人要是砍了神山的树、打了神山的野兽，必然遭到惩罚与报应。

佳碧村民几百年来一直恪守这一信条。次里扎巴说在他父辈那个时代，村里每年要在射箭节上选出

四位射箭官，叫 Nabin。这四位射箭官其中的一位要负责整整一年的神山祭祀，也是由他来巡视神

山，检查有没有人砍伐树木、猎杀野兽。到了次里扎巴的时代，管理山林的责任就落到了村林管员

的肩上，现在次里扎巴就是佳碧村的林管员。佳碧村的森林资源曾经很丰富，次里扎巴说他小的时

候晚上不敢一个人出门，因为村子周围都是森林，有各种野兽出没。但今天村子周围都是光秃秃的

荒山，除了村子里有几棵核桃树外，基本看不到什么大树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次里扎巴对我说

造成今天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佳碧村的资源相对其他村子要丰富得多。 
佳碧，藏语里是“产铁”的意思，因为村子附近的山上有铁矿。除了产铁外，佳碧还有石棉矿。

但矿产的丰富似乎没有给村民带来什么益处，相反却给村子带来了灾难。这是佳碧村生态历史中的

又一件大事。1958 年铁矿厂正式在佳碧村开工，铁矿的位置正好位于村子神山附近，山上还修了小

铁轨来运送开采出的矿石，于是神山上的森林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六年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铁矿

厂关闭了，一切设备包括铁轨都撤走了，留给佳碧村的是砍光了的神山，铁轨留下的痕迹就像一道

刀疤嵌在大山的身躯上。五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佳碧村人还在祭拜这座受过重伤的、光秃秃的神山。

石棉矿厂的寿命要比铁矿厂长得多，从 50 年代开工一直到 90 年代倒闭，整整 40 年的开采，对周围

的森林也是整整四十年的砍伐。为了运送开采的矿产，高山被拦腰挖断，一条道路悬在佳碧村的头

顶上，从此落石与泥石流就不断威胁着这个小山村。今天这条道路变成了从德钦到德维公路的一部

分，已成为事实，只是遗憾当初设计道路的时候为什么只考虑石棉矿而不考虑人和村子。 



 6

对佳碧村森林资源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在 1976 年到 1998 年的 22 年时间里，那时整个迪庆州的

经济都以森林采伐业为支柱，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佳碧村也不例外，于是在该村的生态史上又书写了

沉痛的一页。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砍伐，造成的生态破坏无法估量，并不断引发了各种灾害。1998 年

采伐业停止后，林业公司撤走了，留给佳碧村的是满目荒山和一年一度越来越厉害的洪水泥石流。

佳碧村民每年要花大量的时间与劳力来垒石筑坝防洪，尽管如此还是有一部分的良田被水冲毁，佳

碧地处山沟、本来平地就不多、可耕地更是少而又少。而对年复一年的洪水和泥石流，不知道这个

山村今后将如何生存！ 
我和次里扎巴还是在篝火旁，继续喝着酒，看着流淌的佳碧河和河边的田地，他突然说：“如果

我们村又被洪水冲掉了，几百年后子孙一定会指责我们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引起了神山的忿怒，

所以神山用洪水来惩罚我们。”隔了一会他又接着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山都补种上树，洪水泥石流

都没有了，那么几百后就会有这样的传说，说我们弥补了过错，神山原谅了我们，又给了我们幸福

的生活。”次里扎巴凝视着篝火，他想到了子孙，特想得很远很远。 
于是次里扎巴和佳碧村民们开始在村子周围植树了，他们种了些核桃树、梨树、苹果树，这一

切都是自发的，因为退耕还林的政策至今还未在这个偏僻边远的村子施行。每两个星期次里扎巴要

到山上去巡视一次，看看有没有人偷砍树木、有没有人偷猎，而且他每次都要长时间静静地眺望神

山。 

 
 
我第四次见次里扎巴时，他已不再是林管员了。但他依然不停地在村子周围种树。他自己也不

知道种了多少树，只是还想继续种下去。他那只开过枪、打过针的手今天经常拿的是铲子。篝火边，

两碗酒，扎巴闻着鼻烟说：“我们世代住在这里，山、风、雪、河流、森林、草坝、动物都是我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照顾它们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我现在每天种树，我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让村子

重新变成森林的一部分。”扎巴的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到了巴黎，在硕士论文答辩时，面对满

头白发的我的法国导师丹尼尔·德高贝，我想起了次里扎巴和佳碧村，于是我沉静地说：“所谓‘大

自然保护’其实是西方工业社会的观点，他们的历史与哲学把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断然分割并塑造了

两者的对立，认为人与自然是冲突的、矛盾的、不可调和的，而且人类要‘征服’自然。但在破坏

了自然，受到自然的报复后，才开始反省要保护大自然。但在许多原住民的传统宇宙观里，是没有

大自然的概念的，不存在大自然与人类社会两者的对立。今天如果我们说保护大自然，那么请一定

要关注原住民，因为他们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摘自《人与自然》2005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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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1 月 17 日：老挝农业大学代表团一行三人和 CDS 一行三人参观 CBIK，了解项目的工

作方法。 
 2004 年 11 月 22 日：自然遗产研究所的 Gregory A. Thomas 参观 CBIK，讨论潜在的项目合作。 
 2004 年 12 月 9-10 日：蒙特利尔大学的 Julie Brodeur 参观 CBIK，对 NGO 的工作进行了解。 
 2004 年 12 月 13 日：楚雄市建委的张方玉参观 CBIK，讨论 GTZ 案例研究成果出版和新项目的

可能。 
 2004 年 12 月 14 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NGO 研究所邓海峰博士后等一行两人参观 CBIK，

并受民政部委托进行民间组织国家立法调研(由云南省民政厅推荐来我会)。 
 2004 年 12 月 16 日：社区伙伴威宁项目官员参观 CBIK，交流生态农业项目。 
 2004 年 12 月 16 日：绿根力量 (广东)、热爱家园 (上海)、云南大学社工代表参观 CBIK，了解

CBIK 以及生态旅游项目。 
 2005 年 1 月 12 日：欧柏林大学的 Morgan Ramsey-Elliot 参观 CBIK，了解 NGO 与农村发展。 
 2005 年 3 月 2 日：澳大利亚志愿者组织负责人 Mari Fitspatrick 参观 CBIK，与 CBIK 讨论澳大

利亚志愿者的申请问题，将为 CBIK 物色合适的机构发展方面的专家级志愿者。 
 2005 年 3 月 2 日：瑞典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 Annika Siwertz 等一行两人参观 CBIK，了解 CBIK

在环保方面的工作和贡献，了解目前云南在环保方面遇到的问题，讨论瑞典高级访问团到研究

会座谈的具体安排。 
 2005 年 3 月 12 日：瑞典国际发展部副主任 Jörgen Schönning 先生、瑞典外交部高级顾问 Britta 

Kinnemark女士、瑞典驻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Annika Siwertz女士等一行九人与研究会进行会谈，

听取了研究会在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发扬和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工作的汇报，探讨未来在

这些方面的研究问题和合作方向。 
 2005 年 4 月 8 日：威斯康星大学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 Susan Ermer 参观 CBIK，了解 CBIK 的

环保工作，介绍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环境教育项目。 
 2005 年 4 月 25 日：德国米泽瑞发展合作协会亚洲农村发展部主任 Anja Mertineit 参观 CBIK，

反馈项目实地评估的意见，探讨未来项目工作改进的途径，商讨未来项目合作的方向和申报项

目的步骤。 
 2005 年 4 月 26 日：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参观 CBIK，了解 CBIK 能力建设方面的

工作进展和困难，对温洛克民间组织能力建设项目进行评估，听取意见和建议。 
 2005 年 5 月 10 日：知识产权出版社编辑龙文参观 CBIK，交流项目经验。 
 2005 年 5 月 12 日：罗马大学教授 Alexandro Dello 参观 CBIK，交流经验。 
 2005 年 5 月 24 日：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部高级研究员卢宜宣博士参观 CBIK，了解

研究会的工作和贡献，了解环保 NGO 的合作与交流，了解环保 NGO 的政策倡导。 
 2005 年 6 月 14 日：荷兰劳伦斯坦大学的 Remko Haesenbos 参观 CBIK，了解研究会工作，探

讨在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合作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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