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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赤道倡议个案研究系列
全世界的地方和本土社区都在发展适合人和自然的创新型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但是，很少有出版物或个
案研究介绍这类革新发展的整个过程、影响范围，或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而介绍社区实践者开展
活动过程的更是少之又少。赤道倡议 (Equator Initiative) 在其创立十周年之际，希望填补这段空白。下述个案
来自一个不断丰富的研究系列，该系列详细介绍了赤道奖的获奖项目。这些项目均是由评审及同行互相评
阅选出的最佳社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生活实践项目，目的在于在促进政策对话以推广当地的成功实践、提
高全球在地方环境和发展解决方案上的认知，并将其作为模板进行推广。《本土行动力量：赤道奖十年经
验谈》(‘The Power of Local Action: Lessons from 10 Years of the Equator Prize’) 为这些个案研究提供了最佳视角和理解，
并概述了从个案研究中得到的经验和政策指南。 

点击地图以浏览赤道倡议提供的个案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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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康华社区发展中心（团队成员多来自于康美
社区发展和市场策划服务中心（公司），以
下简称康华）参与协助长江中上游的山区村
落居民建立合作关系和资源管理计划，该计
划提倡可持续地收获野生草药及保护大熊猫
栖息地。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康华还关注
药用植物的不可持续性收获。该行为破坏了
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脆弱的栖息地，威胁
到了它们的生存。

通过培训、实地指导以及提高收获标准，康
华联合多家国内外组织已经成功地推广了收
获药用植物的“大熊猫友好型”方法。该方
法已被20余个村落采用，并在国内和国际市
场上提高了药用植物产品的销售价值。

主要信息

赤道奖获得年份：2012年

团队组建年份：2005年

地点：中国中部，四川省

受益人：四川省山区农村社区

生物多样性：大熊猫，可持续性植物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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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社区发展中心团队于中国中部地区四川省成
立。虽然康华位于成都市（四川省省会），但其
主要援助对象是中国中部以及西南部农村社区。
康华主要开发和实施农村以及城市社区发展，环
境认知与保护项目，同时提供自然保护的相关培
训，并援助自然保护区和社区设计并实践生态旅
游活动，提倡可持续发展。

对水和森林资源造成的威胁

成都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运输和通
信中心之一。国务院将其设为我国物流、贸易、
金融、科学和技术上的西部中心。周围的平原也
为成都提供了大量的农作物产品，使其成为重要
的加工中心。成都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游地区，但
周围农村地区的快速经济发展已威胁到该重要水
域的完整性。长江水域的功能逐渐退化，而非点
源资源的污染越来越多，当地社区淡薄的保护意
识已对水质造成不利影响。该地区的森林资源也
同样遭受着巨大压力，其中包括大熊猫栖息地的
最南端麻咪泽自然保护区以及开展与熊猫相关生
态旅游的王朗自然保护区，这个占地3.88万公顷
的保护区是许多珍贵鸟类的栖息地。

保护大熊猫和药用植物

长江上游地区对保护一些世上最珍贵和最濒危动
物起到了重要作用。准确地来说，该地区是地球
上百分之八十的幸存大熊猫（大熊猫属）的家
园。在中国，大熊猫被列为国宝，尽管其栖息地
正逐渐消失，大熊猫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目前，
野生大熊猫的数量约有1500只（第四次大熊猫普
查的工作正在进行，数据尚未公布）。为了更好
地保护大熊猫，成都已在都江堰市、崇州市和大

邑县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占地20万公顷的四川卧
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距离成都仅130公里，是长江
上游地区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也是全世界同类自
然保护区中最大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超过25种
濒危药用植物的所在地。超过45种传统中药植物
仍被广泛用于治疗疾病。传统药用植物在当地和
全国范围内都有活跃和繁荣的市场，但是，从历
史上来看，这些植物的来源几乎无法进行追溯，
也不曾受到管理。因此，社区需自行判断草药是
否是通过可持续的方法收获的（通常导致“公地
悲剧”的发生），而且，没有适当的机制为本地
生产商创造市场增值供应链。

康华社区发展中心

康华社区发展中心是为了研究和实践一系列社区
发展和环境保护课题而创立的，尤为成功地提高
了收获药用植物的可持续性和收益性，同时保护
了大熊猫栖息地。该机构是四川非正式参与式农
村评估网络的主要成员，该名称表明其致力于提
倡“自下而上”的社区级农村发展和保护的措
施。如今，康华已经和正在参与52个不同的社区
发展项目之中。这些项目涉及的范围广泛且令人
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农村和村落的基础设施发
展；环境保护和生态系统修复；小众的生态旅游
业发展；能力培养、培训和点对点学习交流；及
市场供应链发展等。康华作为合作人而非项目的
创始人参与大多数项目，并为当地社区提供咨询
服务。在项目中，康华与当地受益者共同合作，
为项目的开发和实施阶段负责。部分项目的对象
人群是羌族社区。羌族总人口数约为20万，主要
居住在四川省的西北部，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
之一。 

背景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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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和创新

康华的所有活动都强调两个目标：保护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并提倡农村社区的可持续生活。
尽管该机构为社区提供资金与服务，但值得注意
的是，康华并不是所有项目的发起人。事实上，
很多情况下，康华为社区和项目投资者提供服
务，通过项目的开发和实施阶段援助支持草根倡
议。

以下四个项目介绍了康华开展活动的程度和范
围，其中第一个项目荣获2012年赤道奖。

“大熊猫友好型”药用植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统药用植物产品销售国和
贸易国。但长久以来，野生传统药用植物的采集
并未受到系统地管理。收获方式不协调，监管力
度很弱，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标准以实现优良的社
会和环境实践。中草药产品市场也未受到监管，
经销商和消费者进行购买和交易时很少甚至不曾
考虑采集方法的可持续性、工作条件或资源可追
溯性。对可持续原则的漠视和采集管理条例的缺
乏导致了许多生态系统的退化及可用药用植物资
源的减少。因此，许多中药植物正受到威胁甚至
濒临灭绝。更重要的是，不可持续的收获行为也
使大熊猫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不断退化。

2008年，在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Europe-China 
Biodiversity Programm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
表处 (UNDP China) 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的
支持下，康华参加了“长江中上游传统药用植物
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资源项目”以应对上述问

题。基于一项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的结果，康华
与其他合作机构选择四川省平武县一座村落作为
试点。这项名为“大坪村药用植物可持续管理项
目”的试点项目开发了一种新型保护模式，成功
地融合了三个目标：修复和保护药用植物生态系
统、保护大熊猫栖息地，以及改善长江中上游生
态区的农村村民的生活。

在大坪村试点项目中，康华援助当地村民制定可
持续采集协议，详细地规定了社区成员可持续地
收获野生草药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或称协
定，亦列举了未能遵守规定条例将会受到的惩
罚。包括最贫困家庭在内的所有村民都参与了该
可持续协议的制定过程，确保了当地村民的广泛
支持与参与。该协议亦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
持。康华的援助对象已扩展到更多的村落，而计
划中的新项目仍是基于村落这一社会单位。但凡
遇到重要问题时，每一位村民的意见都会被征
询，而且每一个项目都会由村民选举出来的当地
人领导。

在可持续协议实施之初，康华参与支持当地村民
建立中草药协会。随后，该协会升级为合作社，
合法授权参与收获者进行商业化经营。这个合法
的合作体制主要得益之一是其集体交易和谈判的
能力。传统上，药用植物的采集和收获是在乡镇
间进行的，这导致了市场价格的重大差异，事实
上，却并未带来公正的标准。在合作社的合法身
份下，药用植物采集者能够更确定他们产品的需
求量及其在市场上的合理定价。康华也为合作社
成员提供了可持续性采集实践和营销方面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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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考察和亲手实践。更重要的是，康华援助合
作社确保其草药产品得到了有机认证，并建立了
稳定的市场链接，提高收获者在市场震荡时的复
原能力。该机构通过康华的援助受益巨大，现正
持续招募新成员，并逐渐发展壮大。

“大坪模式”

基于大坪试点项目的全面成功，康华及其合作机
构将此作为模板应用在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
的其他试点项目上。自2008年起，康华经过反复
试验已开发出一个三阶段模板：首先，在专家小
组的指导和当地采集者的全面参与下，选择有潜
力的大众化传统中药植物；其次，创立生产商协
会，与当地采集者共同协作，实现知识分享，并
对收获实践设立规范；最后，加强供应链管理，
提高产品质量并扩大经济体范围。

“大坪模板”的价值在于其在许多罕见野生药用
植物上的广泛应用，及其对栖息地保护做出的贡
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市场力量保护自然
生态系统。目前，康华正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共同建立并推广“大熊猫友好型”品牌和认证标
准，以此希望生产出更多的“大熊猫友好型”产
品。

其他康华项目

成都云桥水源湿地重建项目

该项目坐落在云桥村（成都），靠近成都第六自
来水厂取水口。云桥项目区占地3.73公顷，是一
个饮用水资源保护区。云桥湿地位于柏条河（成
都市四大“母亲河”之一）和徐堰河（走马河的
支流之一）之间。20世纪80年代，修建成都第六
自来水厂造成了地下水位的大幅上升，而逐渐形
成了自然沼泽湿地。云桥湿地保持了该地区生物
多样性丰富的典型特征。自2011年6月开展的云桥
湿地调查证实，湿地拥有超过118种包括桢楠属类
植物和金荞麦在内的野生植物，以及包括7种哺乳

动物、110种鸟类、5种两栖动物、10种爬行动物
和8种鱼类在内的130种脊椎动物。

2011年，康华与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当地政府合
作，正式开始实施并协调湿地重建项目。该项目
旨在通过建立饮用水“安全屏障”来保护湿地，
同时探索水资源保护的新方法。另外，康华旨在
加强对成都平原湿地提供安全饮用水角色的公众
意识，提高公众对水资源保护的关注，并鼓励对
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这个项目中，康
华在栖息地管理、湿地监管和水资源保护方面开
展了多项活动。

广汉鸭子河野生水鸟栖息地综合保护项目

2011年，为了保护临近城市的鸭子河，康华参与
了一项与四川省广汉市林业部门合作的项目，旨
在开展一系列科研、湿地恢复、公共自然体验和
环境教育等活动。鸭子河因每年数以万计迁徙而
来过冬的野鸭子而闻名。鸭子河清澈的河水、布
满岩石的河滩以及广阔的河岸组成了鸭子河湿
地，是大量水栖动物和草原植物的所在地，也是
成都平原水鸟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鸭子河是中
国少数跨越城市的自然保护区之一，但由于当地
居民在河里捕鱼、养殖家禽、开垦种地，这种邻
近关系造成了对该湿地的破坏。例如，野生鸟类
的栖息地减少、正常的寻求庇护和觅食行为遭到
打扰等。

在该项目中，康华首先针对周围社区活动对鸭子
河的影响进行了人类对鸭子河环境影响评价，以
确定湿地生态系统内人造威胁，并筹划可能实施
的双赢解决方案。并根据现有鸭子河自然资源编
写《走近鸭子河-自然观察与保育手册》，详细列
举了鸭子河的野生动植物以及该生态系统面对的
主要挑战。

为了解决手册内涉及的问题，康华与当地林业局
紧密合作，拟定了一系列干预措施以加强社区对
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意识。康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社区成员的需求。”     

巫嘉伟先生，康华社区发展中心主任



推广材料，而是使用一系列新型互动方法以提高
环境质量和鸭子河本地鸟类多样性。例如，康华
已成功地与四川航天技术学校合作，向市民提供
了多次观鸟培训。在广汉林业局的支持下，自然
观察工具，如望远镜等已被捐赠给当地学校，供
学生前往湿地进行实地观察。

茂县纳普羌寨地震后期重建以及妇女赋权项目

2008年，四川受到灾难性地震以及一系列余震的
袭击而遭到严重毁坏。2009年和2010年，康华援
助两个灾情最严重的羌族村庄（纳普村和利里
村）实施灾后重建活动，包括重建基础设施（包
括公路和供水设施），以及增加面向本地人，尤
其是妇女的经济机会种类。康华在村民间进行调
查以确定重建的优先次序，随后，援助修建了
3000米长的人畜饮水管道。另外，康华亦协助为
纳普村的77户家庭铺设4000米长的灌溉管道，以
灌溉在干旱山谷内超过40公顷的农田。最终，纳
普村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茂县水利局
正将该项目作为模板应用于其他村庄。

除了基础设施的提高，康华同时着手改善纳普村
的经济状况，例如该地区的花椒种植。花椒种植
一直是纳普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交通不便
限制了当地人前往市场销售花椒。为了克服这一
困难，康华协助当地成立了茂县沟口乡花椒协会
（现为茂县六月红花椒合作社）。该协会已成功
地建立了社区种植者和大型零售商间的市场供应
链。这些零售商包括家乐福超市、中国粮油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和红旗连锁超市。该协会可获环境
友好型机构认证。

在项目的初期阶段，康华开展了参与式社区调
查，并评估由村民投票选出并排出优先次序的项
目活动。基于这些调查结果，康华协助起草项目
的详细计划，并举行一系列的社区会议。这些
以“自下而上”方式举行的会议有助于制定社区
自我管理基准，并将透明且具参与式的运行原则
标准化。康华在纳普村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社会和
经济赋权，尤其是妇女赋权。康华主要促进了妇
女在社区管理中的参与性，同时也加强了妇女参
与部门的市场供应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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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生物多样性影响
位于四川北部平武县的三个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大
部分大熊猫的栖息地。王朗自然保护区（由世界
野生动物基金会长期援助）、小河沟自然保护区
和泗耳自然保护区分别保护少数大熊猫，而平武
县的大多数熊猫生活在这些自然保护区以外。平
武县亦临近其他数个重要的自然保护区，县内包
含重要的动物迁徙路线，这使其成为保护大熊猫
的主要地区。大熊猫及其栖息地面临着农业、矿
业、非法狩猎、水利发电的威胁，也许还有非法
伐木威胁。1968年，王朗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数
量约为196只，但在1985年下降至仅19只（据中国
第二次国家大熊猫调查估计），到1998年也仅有
27只幸存（据第三次国家大熊猫调查估计，尽管
近来对这些估计数据的准确性有一些质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自然基金会努力监测
大熊猫数量，并与当地社区一起保护该濒危物
种。其主要挑战包括当地土地归属感的缺乏、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低投资水平，以及自1998年国
家伐木禁令颁布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寻求新收入
来源而增加的经济压力。这是由于部分农村社区
缺乏对森林资源可持续管理意识而造成的。

自2008年起，康华团队为平武县农村社区提供服
务，以协助处理熊猫栖息地流失的根本原因。
康华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包括从开展参与式需
求评估到加强市场供应链在内的农村社区工作
经验——已有能力改变森林流失的经济因素及影

响森林流失的社会因素。通过在大坪村项目及随
后在其他项目上的推广应用，康华已成功地促进
了“大熊猫友好型”药用植物的种植。该方法已
在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首先，
鼓励可持续地收获传统药用植物，其中包括受威
胁和濒危药用植物。其次，保护野生大熊猫栖息
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通过培训、实地指导和可持
续野生植物采集的指导方针，社区学习了可持续
收集药用植物的方法，其中包括确认和划分地



区，并在不破坏树木、树枝、藤或当地野生动物
的前提下在这些地区进行收获。在部分可持续收
获实践中也会在采集后实施土地补种，以确保被
采集的资源得到补充。

项目执行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可持续收获指导
方针，以用于管理资源收集。其更重要的作用是
限制了主要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围地区药用植物
的采集。据近期王朗自然保护区检测报告显示，
自从开始实施可持续采集法，进入自然保护区的
人数已大幅减少。据2003至2004年基于DNA（脱
氧核糖核酸）的标记重捕研究估计，王朗自然保
护区的大熊猫数量为66只。该数据显示，实施正
式保护措施后该地区大熊猫数量有所增加。鼓励
收获指定区域的草药也大大减轻了森林破坏的程
度。

社会经济影响
提高收获者收入水平

通过提倡“大熊猫友好型”种植和收获，康华不
仅协助保护环境和受威胁的野生大熊猫，同时也
协助提高药用植物采集者的收入水平、加强其集
体交易的能力、增进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创
造有利润和公正的市场供应链以连接当地生产商
和新的商业零售商。

许多参与的社区是靠收获和采集药用植物作为收
入的主要来源，但却受制于交通不便，且易受到
价格波动影响。康华为这些社区提供培训、可商
业化运行的合作社、采集标准（以及由此获得的
有机认证），以及避免当地产品出价差异的方
法。通过带领收获者实施可持续采集法并提供采
集和销售培训，康华也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前景，
并帮助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的社区合作社成
为传统药用植物市场和销售上的重要角色。同
时，康华也培养社区达到更高的干制水果国际标
准，以助其产品得到更高定价。

自2011年9月起，大坪村合作社已向国际和国内市
场售出6吨干南五味子草。合作社也与国际买主签
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作备忘录，计划提供10吨
干南五味子草。该合作计划让村民获得了稳定的
中等水平收入来源。该植物的茎——海风藤，被
用于治疗多种风湿病，例如风湿性关节炎、关节
酸痛和肌肉痉挛等。

由于康华的援助措施在项目规划和实施的所有阶
段都包括社区成员的参与，引进的可持续收获方
法有强烈的本地归属感，因此，资源管理协议得
以严格实施。

妇女参与

在大坪村协会和合作社成员中，妇女成员的比例
约占一半。而合作社的副社长也是女性。妇女在
项目实施和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提升了当地妇女在
社区中的地位。妇女主要在收获和采集阶段参与
到草药的生产过程中。由于可持续采集法的劳动
强度低于传统采集法的劳动强度，女性的负担也
得以减轻。与此同时，也让她们能为家庭赚取更
多收入。

政策影响
康华在“大熊猫友好型”可持续中草药产品项目
的成功提高了其知名度，并引起了地方、国家和
国际政策制定者的注意。2011年9月，该项目在其
领域内荣获国家级“杰出贡献”奖。该奖项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和欧盟中国代
表处联合提名。

由于该项目的成功，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将管理
可持续采集药用资源纳入其管理条例内。同时，
受到康华项目的影响，四川省林业厅将野生药用
植物采集的可持续性作为例行生物多样性检测程
序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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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脚踏实地，将传统知识与促进更美好的生活结合起来。”     

巫嘉伟先生，康华社区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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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和推广应用

可持续性
康华社区发展中心是四川省非正式参与式农村评
估网络的主要成员之一，顾名思义，表明其在促
进农村社区积极参与影响他们的措施和项目上所
做出的贡献。康华开展的项目体现了参与式方法
和社区参与的价值，这也是实施大熊猫友好型可
持续药用植物项目的重要驱动因素。康华的所有
项目都强调社区归属感，因此，社区参与和贡献
程度都非常高。随着项目的发展，新规划的项目
仍以村落作为结构单位。重要问题都会征询每一
位村民的看法，包括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村民，
都会参与到项目规划和完成的所有阶段中。每一
个项目都由村民选出的当地人领导。这个方法加
强了本土归属感，村民也更理解项目成功能够带
来的共同利益。

另一个推动康华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是其对建设
社区能力和财政可持续性的强调。康华为收获者
开展可持续采集和种植方法的培训，也教授他们
如何经营企业以及如何使产品获得较高定价。通
过康华的能力培养和支持，村民能够成功地创立
可商业运行的合作社和协会。使用这个模板，即
使康华不再继续提供援助，参与的村落也可继续
在市场上出售可持续收获的药用植物产品。在建
立稳定的市场联系以及国内和国外企业的长期合
作关系后，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可获得相比同类
其他产品高得多的产品价格。这确保了可持续性
采集的继续实行及村民收入的可持续性。该项目
成功地运用市场力量的影响力以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维持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及生物多样性。

推广应用 

康华的大熊猫友好型药用产品项目可进行推广并
扩大规模应用至农村、社区级别的发展项目。自
从完成平武县大坪村试点项目，康华援助建立的
合作社持续发展并不断招募新成员，其规模也正
逐渐扩大。可持续性采集方法也从首个试点增至
遍布四川省、陕西省、甘肃省的20余个村落，总
计500余名收获者通过该方法受益。

该项目的可复制性已使其成为“大坪模板”，可
适用于其他不同的地区和环境。这个简单模板的
价值在于其基本措施，即对当地现有并极具商业
潜力的药用植物进行评估。在中国，这是非常重
要的，许多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因不加选
择地采集野生药用植物，已面临或正面临资源损
耗和环境恶化的威胁。例如，甘肃文县的一个药
用植物收获者合作社深受“大坪模板”的影响，
目前已同意加入可持续采集的行列。

康华在促进可持续收获野生药用植物方面选取
的“大熊猫友好型”视角，也让该项目吸引了认
同标志性国宝大熊猫并理解保护大熊猫这一行为
的价值的企业和消费者。这有助于参与的收获者
为可持续产品发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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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机构
康华与许多机构共同合作实施所有项目。其中包
括中国政府机构、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
国机构。迄今为止，合作机构已包括四川省林业
厅及四川省环保厅。非政府组织合作机构包括福
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
观鸟会、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香港观鸟会(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和香港海洋公园 (Ocean Park 
Hong Kong)等。另外，还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在“大熊猫友好型”可持续性中草药产品项目
中，康华得到以下合作机构的支持：

成都中医药大学：提供项目的专业支持，并与其
他项目相关机构共同著有大学教科书：《药用植
物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是中国首本有关
可持续野生药用植物使用的书，并将会用于提高
传统中药从业者对保护和可持续采集药用植物的
意识。

世界自然基金会 (World Wildlife Fund，简称WWF)：在
大坪村项目实施阶段管理环境保护相关问题，并
促进其他地区和领域使用大坪村模板。

四川省林业厅：将野生药用植物采集情况作为指
标纳入其例行生物多样性检测程序。

四川省中医药局：将中草药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纳入《四川省中医药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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