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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谐社会 发展社会组织 
 

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指出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

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

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

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

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

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作为一个致力于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

困山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 CBIK 来说，我们欢

欣鼓舞，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

决心把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到我们实

际行动中去。 

首先，在工作中必须坚持“第一要义

是发展”的原则，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

要紧紧围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主

题，强调统筹兼顾，坚持不懈地努力，在

促进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环境，保护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帮助贫困人群和

全国人民一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我们

的最终目的——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奋斗。 

第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充分尊重当

地群众的意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

造精神，在工作中善于运用参与式和社区

主导式工作方法，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

心、最实际的问题。 

第三，要坚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原则，一定要发挥民间组织的桥梁

作用，通过项目实施，构建一个合作和交

流的平台，积极促进政府部门、社区和群

众的对话与合作，让大家共同来关心和解

决我们面临的诸如环境、生计等诸多问题，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我们的贡

献。 

最后，要坚持不断的学习，深入学习

科学发展观、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全体工作

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专业技术水平。把

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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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新农村建设 
 
 

自我研究 自觉反思 自主发展 

   ——论社区主导的研究和倡导模式 

尹仑 陈树华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摘要：长期以来社会各界都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和变迁，相关研究论文和学术

著作也非常之多，但一直以来都忽视了当地社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即其文

化背景和价值观，这些忽视造成了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进程中，缺乏从当地社区视角

出发的观点和思路，而这些观点和思路恰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在德钦县佳碧村和明永村的社区主导式研究和

倡导的目标的核心是让社区村民能够参与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首先要鼓励社区进行主导式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各利益群体都关注的问题，

并开展以对话和合作为核心的倡导工作，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让社区参与到决策

过程中来，最终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关键词：社区主导式，倡导，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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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概况 

佳碧村与明永村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

德钦县云岭乡境内，两村一上一下，一东

一西座落在澜沧江边，居民全为藏民族，

信奉藏传佛教，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具有

浓厚的当地藏民族传统习俗。 

明永村位于德钦县城以西 46km 的澜

沧江西岸，海拨 2250m，村庄坐落在明永

河南面的小台阶地。由于近年来旅游业的

发展，明永村与县城有油路相通。明永河

发源于梅里雪山主峰—喀瓦格博峰的现代

冰川下，流经著名旅游景点莲花庙、太子

庙至明永村入澜沧江。明永村的最低海拔

2040ｍ（明永河口），最高海拔为 6740ｍ

（喀瓦格博峰），相对高差达 4700ｍ，如

此垂直大高差峡谷形成了典型的立体气

候，植被也呈典型的垂直带谱，森林资源

多样而丰富。年均气温 12℃ ,无霜期为

180 天。明永村有 51 户，326 个人口。社

区的经营活动以农业为主，林牧兼有，人

均水浇地面积 0.6 亩，人均有粮 360 公斤。

由于本村拥有全国著名的旅游景点，近年

来本村的主要经济收入活动为旅游服务业

---餐饮及牵马服务，因此，本社区的经营

活动以农业、旅游业为主，人均年收入

5500 元，是这几年德钦县收入最高的自然

村之一。 

  佳碧村位于德钦县城以南 39km 的澜

沧江东岸，海拨 2380m，其中县城到原德

钦县石棉矿 31km 有德维油路，转弯毛路

7km 至村庄，村庄坐落在佳碧河两面冲积

的小台阶地。佳碧河发源于白马雪山—措

南腊卡峰流经本村入澜沧江。本村的最低

海拔 1970ｍ（佳碧河口），最高海拔为 5180

ｍ（措南腊卡峰），相对高差达 3200ｍ，

如此垂直大高差峡谷形成了典型的立体气

候，植被也呈典型的垂直带谱，森林资源

多样而丰富。年均气温 11℃ ,无霜期为

170 天。佳碧村有 30 户，160 个人口。社

区的经营活动以农业为主，林牧兼有，人

均水浇地面积0.56亩，人均有粮290公斤，

人均年收入 700 元。 

  除了海拔高度和自然环境不相同以

外，这两个自然村的生计状况和经济状况

各异，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问题和假设：社区为什么倡导？  

  

长期以来社会各界都特别关注少数民

族社区的发展和变迁，相关研究论文和学

术著作也非常之多，但一直以来都忽视了

当地社区自身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即其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这些忽视造成了

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进程中，缺乏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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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区视角出发的观点和思路，而这些观

点和思路恰恰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 

 

 

   

  德钦作为一个生物多样和文化多元的

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五十年的

发展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同时也

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威胁着当地社区

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存。首先德钦是生物多

样性的热点，但其生态环境却是极其脆弱

的，当地村民的生计方式对生境更是有着

高度的依赖性。在这一地区的任何重大人

为活动都会对当地环境产生难以预测和挽

回的后果，从而也直接影响到村民的生计

和生活；其次德钦是藏民族为主的文化多

元区域，但随着市场经济以及旅游业的发

展，外来文化冲击着本土价值观和文化，

威胁着传统文化和知识的传承。 

  佳碧和明永两村恰恰是以上两方面影

响的典型案例。佳碧村由于其历史上地处

交通要道，曾经是云岭乡政府驻地，因此

成为建国以来一些重大产业开发活动的前

沿阵地，这些活动为佳碧村的经济发展起

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方便了村民的生

活并为其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例如森林

采伐、矿产开发和道路建设等等，但同时

这些活动给佳碧村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改变

却是灾难性的，例如森林植被的破坏和大

面积减少直接导致泥石流、滑坡和山洪等

自然灾害频发，并使依赖自然环境的农业、

畜牧业、采集业等生计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发以及生

计受到的影响都使得当地村民的可持续生

存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明永村由于其

独特的地貌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成为

今天旅游业发展的热点地区，随着大量游

客的到来、日益严重的商业化趋势以及由

此带来的竞争和利益关系冲突，对当地社

区原有的传统价值观、文化和组织关系产

生了巨大冲击甚至是破坏，这些影响同样

严重威胁着当地村民的可持续生存。 

如果未来在德钦的重大产业开发活动

和日益增加的、对外界的开放和接触是不

可避免的，那么怎样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

实现当地可持续的发展和生存？怎样在发

展的进程中，尊重和遵循本土的价值观和

文化？怎样协助社区表达出自己对发展的

观点、意见和建议？怎样在发展决策过程

中让决策者倾听来自社区的声音，并让社

区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怎样真正赋予社

区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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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树立科学

发展观的政策方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

了正确的思路，科学的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注重环保和资源再生的发展，是包括政治、

经济、文化和环境等社会各方面的综合、

良性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生物

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德钦团队希望通

过在佳碧村和明永村推动社区主导式的研

究和倡导活动，探索构建一个社区共同参

与的、相互就重大问题进行自我研究、自

觉反思和自主发展的机制。具体而言，社

区主导式的研究和倡导模式通过组织当地

社区，依据其价值观，对自身的生活方式

和文化现象进行自我研究，在研究的基础

上展开自觉反思，协助社区自主探索一套

符合自身社会价值的科学发展模式。在这

一进程中，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强调村

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调村民作为研究

和倡导者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社区主导：所有权的改变 

  2005 和 2006 年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

传统知识研究会在德钦县佳碧村和明永村

正式启动了澜沧江（湄公河）小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和藏族传统民居社区主导式研究

项目，通过这两个项目研究会在上述两个

村子推动村民开展社区主导式的研究和倡

导活动。 

  由于佳碧村和明永村两个社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各异，社区面临

和关注的问题也不相同，所以展开研究和

倡导的主题也各不相同。在佳碧村开展的

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的主题是重大人为

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这些影

响对社区可持续生存的威胁；在明永村的

主题是透过藏族民居的变迁审视传统文化

和知识在旅游业发展等商业化进程中的地

位，以及乡土专家可以发挥的作用。 

  针对上述研究主题，云南省生物多样

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德钦团队协助社区制

定了工作计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召开社区会议。项目工作人员在

进入社区后，首先召开村民大会，向全体

村民介绍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的理念和

工作方法，随后由社区选择和决定研究主

题。在佳碧村，村民经过讨论确定了生态

环境和生计变迁、民居建设与自然资源的

关系、本土材料的创新等研究主题，明永

村的村民选择了传统民居的社区价值及其

文化、乡土建筑师在民居变迁中的地位和

作用等为主要感兴趣的领域。 

  ——选择和确定社区研究者。确定研

究主题之后，需要鉴别和选择由谁来进行

研究，乡土专家往往是社区研究者的最佳

人选。于是在佳碧村和明永村分别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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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兽医、牧民和乡土画家和乡土建筑师

为社区主要研究者。随后每个乡土专家带

领十名左右的村民形成一个主题的研究团

队，在佳碧村形成了传统兽医和畜牧业研

究协会、流域环境研究协会和民居研究协

会，明永村形成了民居研究协会。 

  ——收集和整理有关每一个研究主

题的基本资料。各个研究团队形成之后，

开始收集与主题相关的基本资料。例如佳

碧村的传统兽医和畜牧业研究协会采集和

整理了兽医草药和牧草的相关知识，流域

环境研究协会调查和记录了神山、神湖的

信仰、相关传说和神话、生态环境的变迁

历史等。 

  ——制定田野工作的日程。在基础资

料收集和整理之后，项目工作人员协助社

区研究团队制定田野工作的日程和计划，

确定工作框架。 

  ——通过摄像、摄影、录音和记录等

方式在田野工作中收集资料。通过发放照

相机、摄影机、录音笔和笔记本等手段，

支持研究团队展开工作。 

  ——讨论细节的工作会议。每一个月

要定期召开项目工作人员与社区研究团队

之间的工作会议，每次会议至少要有 10

个左右的社区研究者参加，与项目工作人

员共同讨论研究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同时

对社区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和成果进行评价

和补充。评价和补充的作用在于肯定社区

研究者的工作，鼓励其进一步展开研究，

并协助其解决研究进程中遇到的难题。 

  ——对关键领域进行深度研究。通过

工作会议发现社区优先关注的关键领域，

例如民居建筑材料，节材、节能设计，卫

生设施，建筑工艺，村落结构和布局等等，

并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度研究。 

  ——交流、培训和创新。鼓励和支持

乡土专家与科研人员展开交流和合作，并

对乡土专家进行培训，鼓励其在传统知识

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进行创新和更

进一步的研究。例如佳碧村的民居研究协

会与意大利建筑师进行了交流，共同合作

设计了卫生间、厕所和粪便处理系统；中

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师对明永村民居研究协

会的乡土建筑师进行了绘图和设计的培

训；西南林学院的景观设计师对上述两个

村的乡土画家和建筑师进行了村落景观布

局设计的培训。 

——社区对研究成果进行最终核实。

在研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将召开全体村

民大会，由社区村民对研究团队的产出成

果进行最终评估和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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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社区工作的方法上而言，如果说从

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到参与式，是一个

村民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那么

从参与式到社区主导式则不仅仅只是一个

简单的角色转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权的

转变。也就是说在社区主导式的模式下，

村民不仅是参与者，更是主导者和决策者。

具体而言，由村民参与其中转变成为村民

自己主导，这样的研究和倡导不再是由政

府或民间组织实施的活动，而是社区村民

自己的事情和责任。 

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的工作方法主

要有以下两个阶段和四个基本原则： 

 

1．研究阶段：倡导是研究的目的。 

  ——社区村民自己确定研究的主题，

组成研究团队，既是调查者又是信息提供

者。 

——社区村民在农业、畜牧业、采集业、

家务劳作等日常生活劳动中收集资料进行

研究，调查和研究过程没有和社区村民的

日常生活相分离。 

2．倡导阶段：研究是倡导的前提。 

——以村民组织为基础，以研究成果为

依据，社区自主进行理性的和非暴力的倡

导活动。 

——社区村民在其研究和倡导过程中

是真正意义的主体和所有者，民间组织及

其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成为协助者和支持

者。 

 

研究：传统知识与社区组织 

乡土专家是指在社区里掌握某一方面传统知识的村民，他们的知识或者世代相传，

或者从实践中获得，往往是解决社区实际生产、生活中具体问题的知识。但是以往由于

传统知识大都没有文字记录，并且不具备如科学知识那样完整的体系，乡土专家们也都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所以并不被外界所重视，甚至遭到轻视和质疑。 

2004 年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项目在佳碧村和明永村开始实施，当地乡土专家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不再仅仅是信息提供者，而且成为了研究者，通过自身研究，乡土专家所

掌握的传统知识逐渐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案例 1 佳碧村的传统兽医和畜牧业研究协会。佳碧村的村民此里扎巴是掌握着传统草药知识的

乡土兽医专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他的知识不被重视和认可，甚至被讥笑为不务正业，因此不仅他

无法发挥和运用所掌握的知识，而且由于苦闷开始酗酒。佳碧村社区主导式项目开始后，云南省生

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工作人员首先主动与此里扎巴展开沟通和交流，帮助他开始整理和记录

所掌握的草药知识；其次通过促膝谈心和培训会议，重新树立了此里扎巴的自信心，于是在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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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此里扎巴成立了佳碧村传统兽医和畜牧业研究协会和兽医诊所，不仅组织村民开始对传统

兽医药知识开展研究，而且把这些知识整理记录，传承给年轻人，同时运用这些知识为村民服务。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村民以及此里扎巴自己对传统知识的看法和态度，而且实际促进了佳碧村

畜牧业的发展。  

案例 2 明永村的民居研究协会。 最近几年来随着明永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村民的生活水平

迅速提高，在建房时开始雇用外地建筑施工队，开始使用外来材料，在民居修建上风格也逐渐汉化。

同时县政府旅游局将在明永村开始进行旅游村规划，所以未来明永村不仅民居而且整个村落的布局

和面貌将发生巨大变化。明永村的村民此里尼玛、阿松林等七人是村落中的乡土建筑师，村子里的

传统藏式民居都由他们修建，最近几年村落民居发生的变化，使他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

方面越来越少的村民请他们修房建屋，另外一方面年轻一代不愿意学习，传统建房技艺面临传承危

机。明永村社区主导式项目开始后，研究会工作人员与乡土建筑师们举行座谈会议，帮助他们用摄

影、摄像和录音的方法整理和记录所掌握的传统建房知识和相关文化；同时乡土建筑师们成立了明

永村民居研究协会，开始自己研究藏族传统建筑工艺，并组织年轻人学习；针对民居发生的变迁，

研究会项目工作人员还组织乡土建筑师与建筑学院的专家学者（建筑师、园林师、规划师等）展开

交流，并组织培训班，让乡土建筑师学习现代建筑学和村镇规划学中绘图、设计的方法，探索传统

民居和村落布局的改良、设计方式；针对未来县旅游局的旅游村规划，乡土建筑师们将提交自己的

村落规划图给政府部门作为选择和参考。通过以上这些活动不仅改变了村民和乡土建筑师对传统民

居的看法和态度，而且促进和发挥了乡土建筑师及其传统知识在政府相关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  

  

 

同时社区还成立了以传统组织为基础的研究协会，

通过一些具体的项目活动，普通社区村民的观察、研究

和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案例 1 佳碧村流域治理协会。佳碧村有着传统男子组织“箭会”，平时在村子里负责组织村民的

文化民俗娱乐活动，有着自己的规章制度。项目开始后，研究会工作人员鼓励佳碧村民对其周边环

境、生物多样性资源以及传统组织和机制开展社区主导式研究，通过笔记、画图、拍照等研究手段，

从村民自己的视角来观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变迁。同时在研究的基础上，项目鼓励和支持村

民在传统“箭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佳碧村流域治理协会，并展开了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实

施保护的行动，具体为：A 通过箭会组织制定森林保护规章制度；B 通过箭会组织制定松茸采集规章

制度；C 通过箭会组织发动村民在佳碧河流域两侧荒山上种树造林；D 通过箭会组织发动村民在佳碧

河流域两侧清理垃圾并分类；E 通过箭会组织在佳碧村中举办环境保护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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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2 红坡村流域治理协会。红坡村有着传统妇女组织“姐妹会”，平时组织妇女的一些集体活

动，如组织集体去拜佛等，“姐妹会”有自己的规则和约定。项目开始后，红坡村村民在“姐妹会”

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坡村流域治理协会，并展开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生计发展的活动：A 修建了四个

垃圾处理池，并定期在河流和村落中清理垃圾；B 在河流两边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植树，保护

植被；C 开展小额贷款，支持村民生计发展。 

  

通过以乡土专家为核心和以传统组织为基础的社区主导式研究，社区一方面有了研

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团队和组织，这些都为村民下一步与政府官员和

科研机构等决策部门以及个人进行交流和对话、开展社区主导式的倡导工作打下了基

础。 

 

 

倡导：对话与合作 

 由于受到教育和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社区村民往往被其

他利益群体认为不具备知识和能力，其意见和声音往往被限制和忽视，并不被理解。因

此要展开对话，首先要让村民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用政府官员和其他利益群体能够理

解的方式表达出来。项目开展后，研究会工作人员从两个方面协助社区村民提高自己的

表达能力：首先利用外出参观和学习的机会，针对社区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村民进行

思维和表达能力的培训，让他们有机会自由地就某些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

法，研究会工作人员对这些看法给予及时的鼓励和赞赏，同时协助村民整理自己的思路、

提高发言的技巧；其次让社区村民学习和利用摄影、摄像和画图等多种方式，直观和直

接地向其他利益群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研究会工作人员给与技术和技巧方面的支

持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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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佳碧村民居研究协会。协会成立后，研究会工作人员利用各种机会组织社区研究者外出

到昆明、大理、丽江、中甸等地方参观学习，观看传统民居在上述地区由于城市化和商业化所发生

的变迁，并参与研究会、保护国际等机构举办的各种培训。在参观和培训过程中，组织和启发社区

研究者不断讨论和思考，并且鼓励和协助他们在会议上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回到社区后，

还要召开村民会议，把观察到和学习到的事情反馈给其他村民。同时研究会工作人员通过发放照相

机、摄像机、录音笔和纸笔的方式，支持社区研究者针对传统民居选择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主题进

行研究。研究会工作人员不仅社区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些设备，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设备把自己

的观点表达出来，能够让政府官员、科研人员明白社区村民的想法。 

 

 在社区村民逐步提高表达能力的同时，构建与其他利益群体的交流平台是必不可少

的。研究会工作人员采取两种方式搭建这种交流平台：首先是流动式的交流平台，即利

用外出参观培训的机会，让社区村民与政府官员及其他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在这一过程

中大家的角色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学习者，处于同一地位，在参观的过程中展开对话和

交流会更加自然和容易；其次是固定式的交流平台，即“和谐德钦论坛”，通过形成这

一各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论坛，把社区村民与政府官员、科研人员、民间组织的对话和

交流机制化和定期化。通过以上两种方式的交流平台，社区村民逐步拥有了与政府官员

及其他利益群体对话的方式和渠道。 

 

 

 案例 2 和谐德钦——传统民居论坛。 研究会项目工作人员组织佳碧村和明永村的社区研究者

和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如德钦县民委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旅游局副局长等）、科研人员（白

马雪山自然保护局专家、德钦县水利局专家）等一起到中甸参加培训会议，参观了中甸古城内的建

筑，针对旅游业的开发对民居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讨论。同时研究会项目工作人员与地方政府官员、

社区研究者以及科研人员共同举办了和谐德钦——传统民居论坛，在论坛会议上佳碧村与明永村的

社区研究者分别介绍了各自研究工作的情况和进展，科研人员介绍了前期与社区研究者共同进行的

研究，政府官员肯定了社区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和所取得的成果，并对研究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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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不仅仅只局限在与对话和交流，更重要的是让社区村民能够与政府官员和其他

利益群体展开合作，通过合作来最终达到影响政府决策、促进社区村民参与到一些重大

决策过程中的目的。因此在社区村民主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会工作人员鼓励政府

官员、科研人员针对不同主题与村民开展合作，形成各利益群体共同参与的行动研究团

队。合作注重结果，但更关注过程，研究会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让各利益群

体增进相互的理解，最终形成共同参与、特别是让社区村民充分参与的决策机制。 

  

  案例 3 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协会。在和谐德钦——传统民居论坛上，德钦县旅游局副局长介绍了

县政府准备开展的两个旅游文化村的建设项目，并向论坛各参与者征求在旅游村内修建民居的意见

和建议。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主动向论坛征求决策方面的建议，为了给与县旅游局答复，在社区研

究者（特别是乡土建筑师）的研究基础上，由县民委主任和文化局长发起、社区乡土建筑师为核心、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师和云南林业大学园林设计师为顾问的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协会正式成立，通过对

乡土建筑师进行规划、设计、画图和造价的培训，让其能够对未来旅游文化村的规划和民居建设提

出自己的设计方案，提交给政府。 

 

 社区主导式倡导的核心在于对话和合作，其目的就是让社区村民首先能够把自己的

思维和想法表达出来，然后与其他各利益群体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对话，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合作，最终让社区能够参与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中。 

 

 

 

反思和结论 

 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进行一年以来，在摸索的起步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时

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社区研究者的被认可度及其能力建设、政府官员的意识、倡导的

方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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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社区研究者和传统知识的被认可度。通过社区主导式的研究和倡导，虽然乡

土专家的地位和传统知识的作用得到了提高和认可，但应该承认的是还有相当一批人

（包括政府官员和社区村民）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有外来的专家作

为顾问协助乡土专家和村民的研究倡导工作。 

 其次是社区研究者话语体系的转变。当社区研究者经过培训后，转变了自己的话语

体系，这种转变有利于其他利益群体对社区想法和观点的理解，虽然得到了当地政府官

员的认可，但同时也使一部分人产生了误解，他们认为社区村民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话语

体系，村民“说不清楚话”才是真实的和原生态的，一旦村民说得清楚了话、离开了自

己的话语体系，那么就是虚假和不真实，从而对社区主导式研究和倡导产生怀疑。 

  第三是对社区主导式倡导的可接受度。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在内

的各利益群体能够接受社区主导式倡导的方式，但对具体理念还不是非常清楚。同时虽

然现在就社区村民倡导的问题非常积极和支持，但未来如果涉及一些重大问题，这些利

益群体的态度又会如何？现在尚不可预知。因此只有采取渐进的步骤，逐步让各利益群

体理解和支持，并最终接受以社区为主导的研究和倡导模式。 

  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在德钦县佳碧村和明永村的社区主导式研究

和倡导的目标的核心是让社区村民能够参与到一些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为了达到这

一目标，首先要鼓励社区进行主导式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各利益群体都关注的问

题，并开展以对话和合作为核心的倡导工作，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让社区参与到

决策过程中来，最终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13 

机构活动      
 

 生计部项目人员吴霞于 2007 年 4 月参加了“地方 NGO 能力建设会”。此次会议邀请社科院老师及

NGO 资深人士对云南省各地方 NGO 能力培训。包括参与式方法培训，社会性别讲座及案例分析。 

 生计部项目人员吴霞于 2007 年 5 月参与了“社会性别培训会”。此次会议由新疆妇女研究会举办，从

实际案例中掌握社会性别概念及一些常用调查及培训协助者的方法。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5 月赴泰国清迈参加清迈大学 USER 组织的 M-Power 网络会议。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6 月赴老挝首都万象参加由斯德哥尔摩环境学院组织的 Sumernet 网络会

议。 

 传统知识部项目负责人崔长建、行政人员陈晋玲于 2007 年 6 月赴北京参加 NGO 机构能力建设培训。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8 月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 Sida 组织的水资源综合治理培训。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9 月赴北京参加 IUCN 举行的倒计时 2010 宣言会议。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2007年10月赴苏州参加中国•苏州CSR国际高峰论坛暨CFCSR成立一周年庆典。 

 生计部项目人员吴霞于 2007 年 10 月到北京参加了“NGO 能力建设培训会”。此次培训汇集各草根

NGO，通过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让学员了解到什么是 NGO，及当今局势下的 NGO 发展。从艰苦奋

斗的理念让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更好的为乡村服务。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10 月赴成都参加国家知识产权局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共同举办的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及民间文艺研讨会。 

 2007 年 11 月生计部主任任健与项目人员何绍华赴阿拉善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一起参加荷兰 ILEIA

协会关于项目总结、分析及编写的方法的培训。 

 2007 年 11 月 4 日 下午 CBIK 项目人员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举行了交流会。会议上，项目

部主任尹仑向其介绍了目前 CBIK 机构内部结构、工作人员、目前开展项目和将要开展的项目、近期

项目相关活动、未来发展前景及限制因素。之后，项目人员分别介绍了各自所负责的项目概况。最后，

白女士作了会议总结。 

 2007 年 11 月 5 日 中午 12：30，国际乐施会家族的代表们与 CBIK 举行了交流会。CBIK 秘书长钱洁、

项目部主任尹仑分别向乐施会人员介绍了 CBIK 的组织机构和项目开展情况。 

 CBIK 论坛于 2007 年 11 月 9 日在 CBIK 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何

天文给大家演讲“中国民间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关系：用着社会科学的方法”。 

 项目部主任尹仑于 2007 年 11 月赴老挝首都万象参加 Sida 组织的水资源综合治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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