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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赤道倡议案例研究系列
全球地方社区和土著社区都在推进利于人民和自然的创新性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很少有出版物或案例研究完整地阐述这些举
措如何逐步发展、其影响的广度以及如何随时间而改变。更少有出版物或案例研究仍然承诺讲述由社区专门人才自己描述的事
情。赤道倡议旨在填补这一空白。

2014年赤道奖被授予35个杰出的地方社区倡议和土著人民倡议，它们通过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迎接气候与发展挑战。从来自
121个国家的1,234个提名中选定获奖者，其成果在纽约市与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气候首脑会议和世界土著人民大会一起举行的
颁奖典礼上正式得到表彰。特别重视那些涉及森林和生态系统恢复、粮食安全和农业以及水和海洋管理的项目。以下案例研究是
不断增多的系列中的一例，该系列描述了经仔细审核和同行评议后的最佳做法，旨在鼓励必要的政策对话使当地成功扩大规模，
丰富关于地方环境和发展解决方案的全局知识库，并作为复制的模范。要想最佳查看和了解案例研究，需参照《地方行动之力
量：10年赤道奖之经验》 The Power of Local Action: Lessons from 10 Years of the Equator Prize, ，一部从案例材料中汲取的
经验和政策指导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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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结

为保护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面积大
约相当于台湾——该基层倡议雇用了保护区内406
个村庄各自提名的本地志愿者，被称为“潘得巴”
，以促进环境保护、改善家庭卫生、推动创收选
择，并为公共利益组织集体行动。潘得巴的倡议总
共帮助降低了50％的儿童死亡率、减少了80％的森
林砍伐，并保护了包括雪豹、藏野驴和黑颈鹤在内
的濒危野生动物种群。

潘得巴动员自己的村庄，来改善水和卫生服务、保
护湿地和水源地、开展上百个苗圃和造林活动、推
广使用太阳能，并防止杀戮濒危动物。开展活动
时，在社区内以及与当地政府之间都有强烈的合作
意识。世界屋脊拥有地球上六座最高的山峰，该倡
议正帮助保护气候变化的热点地区、湿地生态系统
以及当地社区的健康和福祉。

主要事实
赤道奖获奖年份：2014年

成立时间：1994年潘得巴项目启动，2009年潘
得巴协会正式成立

位置：西藏自治区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受益人：406个位于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的村庄

重点领域：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和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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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
中国

在该文件中，地图和文本所描绘和使用的边界及相关数据可能有误，
这也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官方认可或接受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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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世界屋脊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珠峰自然保护区）是中国
最具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地区之一。它拥有令人叹为观止
的风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古老的藏族文化。每年，成千
上万的游客涌向国家公园。保护区的土地面积为32,681平
方公里，由定日、吉隆、聂拉木和定结县进行行政管辖。
它包含了世界六大最高峰中的四座——珠穆朗玛峰（珠
峰）、洛子峰、马卡鲁峰和卓奥友峰——和一些重要的文
化遗址，包括世界上最高的寺庙——绒布寺，以及圣诗人
密勒日巴的四处隐居遗址。珠峰自然保护区连接着尼泊尔
的四个保护区，共同构成了中央喜马拉雅保护区，面积相
当于台湾。

由于垂直距离，生态系统的类型在整个保护区变化很大。
植被分布在东南和西南山坡1600米到北面6200米之间。
南坡主要由大量的森林类型构成：亚热带常绿森林、针叶
和阔叶混交林、高山寒温带森林、亚高山寒温带森林、亚
高山高寒灌丛和草甸、高山高寒草甸和垫状植被以及高
山寒带碛地衣。在超过5500米的冰雪带以上，景观急剧
变化。北坡由高原寒带半干旱草原、高山高寒草甸和垫
状植被以及高山寒带碛地衣组成。这些生态系统一起囊
括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几乎不在地球其他地方生
活的全球重要物种，其中有，雪豹（拉丁学名：Panthera 
uncia）、黑颈鹤（拉丁学名：Grus nigricollis）、藏野驴（
拉丁学名：Equus kiang）和藏原羚（拉丁学名：Procapra 
picticaudata）。

经济边缘化和地理隔离化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两个中国最贫困的县。当
地的生计主要依靠自给耕作或游牧。在90,000人口中，80

％从事某种形式的农业劳动。95％以上是藏族，而且其中
大多数都是传统牧民和耕作者，是属半农半牧，被称为“
萨玛卓”，住在分布广泛的小村庄里。由绵羊、山羊和牛
构成的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末，珠
峰自然保护区的牲畜数量达866,800头。该地区的平均收
入不算高，每年在6,027元（约合916美元）以内。除了缺
乏生计选择，西藏自治区位置偏远、人口分散，其特色的
恶劣景观仅适合某些类型的农业。珠峰自然保护区的社区
严重依赖温饱型农业。据2013年收集的数据显示，农业、
林业和畜牧业总产值约为4.6176亿元（约7,020万美元）
：农业占2.185亿元（约3,320万美元）、林业占3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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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57万112美元）、畜牧业占2.3951亿元（约3,640万
美元）。

了解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可以鲜明地看出在全
国范围内发展和经济繁荣是多么的不平衡。例如，西藏自
治区、云南和甘肃的人类发展指数，比中国东部沿海省
份低20％。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投资都青睐基础设施项
目，如青藏铁路（于2006年运营）和拉萨-日喀则市铁路
（于2014年运营），而非当地的能力建设和社区发展。
尽管每年越来越多的游客能够到珠峰自然保护区旅游，但
是，就生计和福利方面而言，社区所获得的有形收入是不
稳定的。这一点，西藏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可以反映
出来，是中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二。拥有读写能力和获得医
保的比例在西藏自治区也极其低，是发展的另一障碍。在
主要的工业中心之外，社区规模小、较分散、远离基本服
务站。这种偏远性和隔离性是阻碍地方发展的主要后勤障
碍。

环境威胁和贫困的主要因素

该地区的五条最大河流、内陆湖泊和湿地有意义地塑造了
本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且对决定其未来也将同等重
要。最近几年可见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西藏自治区的保护力
度，恢复并保护江河、湖泊和湿地，这些将维持当地人口
并使野生动物蓬勃发展。

然而，环境的威胁仍然比比皆是。商业采矿和石油勘探、
不可持续的资源开采以及对湿地资源的局部压力都在迅速
地恶化当地环境。近年来，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加剧，原因
包括从过度放牧到不受控制的打柴。荒漠化在朋曲河谷尤
为严重，这里植被稀少，土壤是由蓄水能力差的干沙组
成。砍伐森林也一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
在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山坡上的森林被砍光以支持中国
内陆的经济增长，中国内地对木材的需求很高，并且持续
不断。每天，数以百计的卡车从西藏自治区东部的长江、
湄公河和萨尔温江山谷向中国内陆运送木材。直到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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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行了一项禁令，当时野生动物被大肆捕杀，有时被
人用自动武器残忍杀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
出了早期的建议来制止这些问题。

气候变化使得世界屋脊的生命有着额外的复杂性，改变着
水资源的分配，并且使冰川融化水和河流水文有难以预测
的流动。保护区内的几个区域正遭受着水灾和旱灾，在该
地区是相对较新的现象。这些环境挑战导致了农田、湿地
和草地遭受大面积破坏，而且毫无疑问对当地生活产生了
负面影响。

珠峰自然保护区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和经济体，也就
是说发展速度缓慢而且基本服务获得有限。当地的生活条
件仍然贫苦，曾经可持续的传统生产方法对当地环境施加
着不可持续的压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湿地正在越来越
多地被开采以寻找建羊圈的材料，羊圈是一种在畜牧业中
使用的重要围栏。仅此一点就是当地湿地被缓慢而平稳破
坏的相关主要因素。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高度弹性，但是，
一旦退化严重，便极难恢复。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初成立于1989年，是亚洲
首个被保护的区域之一，依靠当地人而非外界看守人员来
进行保护管理工作。保护管理基于生物圈保护区模式，允
许人们生活在核心保护区或其附近。在辽阔而具有生物多
样性的大片草原上分布着406个偏僻的村庄，面临的挑战
是确保当地人从自然保护中受益。

支付外界管理员巡逻保护区并惩罚违反保护法的罪犯显然
是不可行的。该类型的监督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会疏远保
护区的居民。而对保护区进行本地保护和管理是保证保护
地可持续性管理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当地村民熟知其景
观，是潜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并拥有现行的机
构用以进一步发展。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创始人也承认，保
护区各个山谷的生态和恢复需求差别很大，这意味着管理
方法和保护措施将需量身定做。做出的决定是，让当地人
进行保护、管理资源和保护环境，他们能够有效地本地化
保护干预措施。

保护区是在一些重要的指导原则下创建的。基于现行的制
度和机构进行土地管理；即不建立独立的公园结构或看守
部队。珠峰自然保护区会用定日、吉隆、聂拉木和定结县
现有的管理，允许在没有新一级政府体制下指导土地利用
和保护规划。管理遵循生物圈保护区模式，建立基于区域
的镶嵌式土地使用结构，取决于土地及野生动物所在的特
定区域来应对和管理它们。七片核心区域都落实到位，以
保护重点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周围缓冲区，只要不破坏自
然平衡，人们有权使用土地。城镇和村庄被称为“发展
区”，只要他们没有破坏更广泛的环境，允许在这儿进行
人类使用活动。

“为民谋福利之人”

1994年，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新一代
基金会（专注于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村
干部试行了一个叫潘得巴计划的项目。该项目提出了一种
新型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基于传统做法授权被誉为“潘得
巴”的社区服务志愿者。藏语字面意思为“为民谋福利之
人”，潘得巴是保护区内的各个村庄当地提名的志愿者，
他们的工作是提高家庭健康、促进创收选择、传播节能理
念，并就地方重点组织合作行动。

在试点方案的早期阶段，接受调查的村民优先考虑三个问
题：可靠的能源、医疗保健和交通服务。其中，初级卫生
保健被选为试行潘得巴模式最可行的切入点。村庄调查显
示，对治疗腹泻、肺炎、割伤、骨折和提供分娩援助有具
体而迫切的需求。对于最初的试点，选择了24名村民去协
格尔镇，自然保护区的中心镇，接受为期三周的初级卫生
保健培训。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提供基本的药品，知道
如何治疗常见病，并了解预防医学。这是潘得巴方案的诞
生。

潘得巴的能力逐步提高。起初，他们提供急救、接种疫苗
和腹泻口服补液，腹泻口服补液是用糌粑和盐自制的一种
溶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额外的培训，潘得巴能够
满足三分之二的村卫生需求，成果卓然。在最有经验的潘
得巴工作的地方，成立了“教学村”以扩大该项目的规
模。潘得巴的数量从1994年的24名增加到1997年的87
名，到1999年达234名。截至2010年，共有450名潘得
巴受训。除了医保领域，潘得巴成为很多不同领域积极变
化的推动者，包括植树、保护和可持续性生计活动。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正式成立于2009年，尽管其历史可
以一直追溯到这个初始试点项目。这是在中国西藏自治区
创建的第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使命是振兴潘得巴模
式以培养当地居民成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员”。该倡议
雇用保护区内406个村当地各自提名的志愿者，来解决问
题、保护自然资源、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并扩大创收机
会。

在世界上这片高度隔绝的地区，潘得巴协会在每个村创造
大使，将村民与外界的想法、最佳实践和资源连接起来。
重要的是，潘得巴的角色是，将村庄与政府服务联系起
来，并为当地人带来可持续能源、农业、生态修复、植树
造林和替代生计战略方面的创新。这种村庄到外界的连接
推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连接，即尊重当地文化和自主权，
而不将这些偏远地区的人口贬低为经济边缘化。其目标并
不仅仅是接触人们，而且让人们接触外界。它是基层授权
的典范，促进了土地管理策略的地方所有权和景观层面的
看管权。



7

决策和管理结构

潘得巴协会由来自该组织的38名代表组成的大会进行管
理。该组织仍处于微调其管理结构的形成阶段，但在透明
度、问责制、当地代表和民主原则上保持了较高水平的承
诺。大会成员包括来自珠峰自然保护区四个县的当地代

表、潘得巴教员、最初潘得巴项目的主管人、政府工作人
员和对潘得巴协会感兴趣的私营部门代表。该大会选举一
个执行委员会，由各个县的代表组成，负责就管理和财务
管理制定决策。根据当年的情况，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数量
可能从7名到15名不等。它支持、监督、检查该组织的管
理、政策、领导和资源。

“赋权当地人民并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的机会是消除贫困和改变行为的
最佳办法。” 

— 次仁罗布，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创始人兼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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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活动和创新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与当地志愿者合作，保护珠穆朗玛
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并改善生活条件。该组织的管
理目标是培育社区志愿者的大型网络，从而加强社区能力
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当地野生动物并促进可持续
发展。潘得巴被授权为他们村庄积极改变的推动者，通过
建立合作关系，将村民的需求和能力与县级政府的资源联
系起来，并通过这些县渠道，与中国地区和中央政府部门
联系起来。为了促进合作关系，潘得巴接受培训以推进项
目、改善当地卫生条件、建立苗圃、安装太阳能、保护野
生动物，并总体保证自然保护造福当地人民。与潘得巴协
会相关的一个目标是促进珠峰自然保护区潘得巴的网络交
流机会，建立一个对等的学习平台，提高复制最佳实践的
机会。潘得巴协会的愿景是一个以经济发展和福祉的人进
哲学（people-forward philosophy）为基石的，和谐繁荣
的珠峰自然保护区。2013年，它被升格为省级社会组织，
实际上意味着它现在可以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实行潘得巴模
式，从而为保护和发展带来更广泛的影响。

潘得巴动员自己的村庄，来改善卫生条件、保护湿地和
水源地、建立上百个苗圃、栽植植物菜园、推广太阳能
照明选择以及防止杀戮濒危野生动物。结果，森林砍伐
率下降了80％，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如雪豹（拉丁学
名：Panthera uncia）和藏羚羊（拉丁学名：Pantholops 
hodgsonii），正在反弹。也由于潘得巴体系，今天珠峰自
然保护区的406个村中，80％以上有一个有效的基于社区
的卫生服务体系直接与政府的卫生站相连。随着旅游业的
增长，潘得巴也在学习技能着手家庭旅馆、餐馆和导游服
务，以确保旅游收入造福当地人民并有助于环境保护。

潘得巴协会的运行原则基于改变社区的“星火燎原”程
序。潘得巴应用“星火燎原”方法在当地成功的基础上进

一步发展，处理社区的工作计划、管理当地可利用的资源
以应对社区重点，并与政府机构合作以获得可用的服务。
该程序开发当地能力，加强自力更生，同时，使社区与政
府合作。四项原则构成“星火燎原”方法的基础：（一）
通过加强可行的方法继续扩大成功; （二）建立社区、政府
和外界变化推动者之间的三方合作伙伴关系; （三）以实证
而非意见作为决策依据; 以及（四）寻求行为改变作为主要
结果。社区应用这些原则通过实施工作计划确定其重点并
注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每个工作计划差不多由七个常
见指令指导：（一）创建一个地方协调委员会; （二）确定
过去的成功，使未来的行动更有效; （三）参观其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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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可采用的方法; （四）自我评估社区，收集关于需求的
实证并列析可行的行动; （五）注重社区重点; （六）采取
行动并鼓励合作伙伴履行承诺；以及（七）做必要的中途
调整。

能力建设和培训 

持续招聘和培训潘得巴是倡议的一个主要特点。能力建设
研讨会使潘得巴具备进行社区外展、参与和动员所需的信
息和工具。定日县的潘得巴培训中心是几个优秀中心中的
一个例子，提供设备来举办为期数天的培训研讨会。所有
活动采用参与式方法，鼓励社区领导参与由本地需求所驱
使的公开讨论。利用研讨会促进交流成功的案例、面临的
障碍以及建议采取的未来行动。

培训的主题涵盖整个可持续发展，包括环境管理、植树造
林、公共健康、孕产妇保健、开发建议、项目监测和评价
以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预防。潘得巴被定位为该倡议与
参与社区之间的调停人。他们在各自的社区作为潘得巴协
会的推广人员还实施具体的项目。潘得巴依据项目设计是
现场项目实施和管理的促成人。

意识到没有当地人的积极参与，珠峰自然保护区不能得以
开发或保护，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成为了保护区保护和
开发的积极参与者。本地提名的潘得巴志愿者网络为社区
居民提供了一种手段来表达他们认为如何解决保护和发展
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减少资源用户之间的冲突。之前的
潘得巴计划证实，潘得巴受训返回家乡之后，他们：（
一）成为其社区受重视的知识分子；（二）成为其村庄所
需的保健顾问和提供者；（三）分享自己在环保、健康预
防和旅游方面的新知识；以及（四）领导其社区发展更环
保的做法，并找到创收新机遇。

畜牧业和羊圈

因为畜牧业在当地经济中至关重要，所以保护牲畜对当地
居民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大多数家庭依靠畜栏，大

约是150平方米的圈，来保护和饲养他们的牲畜。然而，
该地区传统修建畜栏的缺陷导致了环境恶化和牲畜损失。
由于过度提取修建畜栏的资源，湿地生态系统已经退化枯
竭。与此同时，构建粗糙的畜栏由于暴露于恶劣的天气当
中导致了牲畜损失，并且增加了捕食性野生动物引起的牲
畜损失的风险，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潘得巴协会实施了羊圈改造项目来应对这些挑战。目的是
要找到调整羊圈的一些方法以提高该地区的环境和社会成
果。将构建粗糙的羊圈改造成更坚固的结构，降低与劳务
和维修相关的年度费用。适当构造的羊圈为繁殖营造更安
全的环境，并降低羔羊的死亡率，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新
的结构也保护牲畜免受低温和暴风雪，降低在该地区严冬
极端天气时的死亡率。

该项目引起的较为重要的改变之一是畜栏建筑材料的可持
续性获得。对多个村庄的实地考察表明，传统的羊圈修建
一直是湿地和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当地社区因为修建材
料对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正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导致的
破坏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该倡议旨在让当地村庄
的社区与地方政府就规定进行对话，确保满足本地需求的
同时，也保护环境。干预措施的重点是建立更好的保护激
励机制，提供社区替代性修建材料。

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

潘得巴协会工作的一个关键方面一直是在环保和审慎而明
智的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培训当地志愿者。培训潘得巴建立
苗圃、关心苗木、在退化区植树造林。其他培训的重点
是：堆肥、劝阻使用塑料材料、通过安装太阳能和沼气池
推广替代能源、分发有助于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无烟灶、
保护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多样野生动物、应用生态农业和农
用林业做法以及建立防洪坝以减轻季节性洪水对耕地的负
面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预防保健，填补了对孤立群体提供服务的空
白。潘得巴努力的重心是关爱母亲、家庭和村庄。该组织
培训潘得巴如何进行安全的孕期保健、免疫、计划生育、
解决维生素A缺乏和贫血、卫生设备、预防腹泻和肺结
核。潘得巴还学习在必要时将患者转诊到相关医疗卫生服
务的最佳方式。与此同时，有一个公共健康问题是，随着
经济发展，每年流动工人数有所增多，反过来又增加了接
触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风险。培训使潘得巴掌握有关艾
滋病病毒和艾滋病预防的知识和信息，潘得巴共同讨论最
有可能成功传播此疾病信息的活动。

改变生态旅游的收益流

仅2008年，就有超过两百万的中外游客到西藏自治区旅
游。随着新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一数字预计将在未
来数年显著上升。目前，旅游产业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汉
族控制，并没有朝着有利于当地藏族社区的方式设计。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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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巴协会正努力确保藏族得到更多的旅游收益、保证旅游
活动的影响较低，使村庄保护其本身成为游客的兴趣点。
让生态旅游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目标的一
种方式，该目的也体现在珠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之
中。受气候变化影响，传统农耕和放牧作为当地经济突出
的支柱正在失去活力。对导游的职业培训项目有可能不仅
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帮助当地居民适应气候变化。

为了鼓励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提高意识、发展领导力及管
理培训被列为优先事项。培训的重点是：（一）生态旅游
的潜在好处和影响；（二）经营发展与生态旅游相关的小
型企业；（三）让游客有难忘的、积极的体验；（四）促
进生态旅游企业与政府及其机构的合作；以及（五）确保
可持续性自然资源管理是所有活动的指导原则。当地人一

直得到支持去经营酒店旅馆、运输服务供应商、徒步旅行
和导游服务、维修中心、茶叶店、艺术和工艺品生意。该
组织推动可持续性商业做法，包括能源消耗、废物处理和
绿色交通。它也帮助潘得巴理解旅游交通量的波动，并对
其进行规划，鼓励家庭多样化其收入来源，以免过分依赖
某一行业。

迄今为止，生态旅游培训项目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提高
了潘得巴和其村庄的整体生活水平。通过展示完整生态系
统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对之前被用于放牧耕作的牧场和
其他自然资源的依赖，它刺激了地方级的保护。此外，它
被证明是进行政府、地方机构和农村社区之间跨部门合作
保护的有效平台。

“社区获得无数的环保利益，获取森林资源和更好的饮用水，改善健
康、卫生设备和社会服务。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状况极大地影响人类健康
和经济福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保护、生计和健康问题联系起来。”

— 次仁罗布，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创始人兼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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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

环境影响 
在西藏自治区，当为进行大规模资源开采而建造新的通往
该地区的道路和高速公路时，人类引起的环境变化和森林
砍伐速度加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整片森林开始消
失，因为有组织的木材和采矿作业能够到达以前无法进入
的资源地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枪支流入仅限于前装
枪。20世纪60和70年代，随着当地军事活动的增加以及
美国和印度政府支持西藏动乱，枪的流入得以增强扩大。
新武器导致了较高的偷猎发生率以及大规模的野生动物屠
杀。一些本土物种，如雪豹（拉丁学名：Panthera uncia）
、藏羚羊（拉丁学名：Pantholops hodgsonii）、喜马拉
雅麝（拉丁学名：Moschus leucogaster）和黑熊（拉丁学
名：Ursus thibetanus）正处于灭绝边缘。

然而，近几十年来见证了在该地区自然保护运动的转变。今
天，在西藏自治区，有24个自然保护区，42％的土地受到
保护。由于真正关心人民福祉的中央政府、能够投入资源的
地方政府和有行政能力的当地县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政府
能够通过训练有素的潘得巴的领导在社区层面积极参与。

近20年来，潘得巴志愿者在珠峰自然保护区的村庄传播保
护理念、推广好的做法。潘得巴不仅倡导环保，提高当地
对环境问题的了解，还协调各项目以制定更具可持续性的
替代方案。在该项目的诸多环境影响中，潘得巴能够在倡
导野生动物保护的同时，还将当地对有关越来越多雪豹种
群造成的野生动物捕食的担忧传达给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从而降低偷猎和增多安全畜栏。潘得巴还倡导森林保
护和环保，使森林砍伐减少了80％。为减少对天然林的压
力，潘得巴创建了村苗圃作为动物饲料的来源，并推广使
用高效炉灶。该倡议通过用低成本、高效坯的畜栏围住牲
畜来保护湿地和周边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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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取缔市场来保护野生动物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条例于1996年落实到位，禁止在整
个西藏自治区出售野生动物毛皮、角和身体部位。实行的
一项规定，使当地民众不会因杀害动物为食或保护自己的
庄稼而受到惩罚，但禁止偷猎者出售野生动物而获得资金
利润。对濒危动物的皮和身体的需求先前来自西藏自治区
以外的市场：雪豹毛皮大衣、麝腺香水、藏羚羊毛绒衣服
以及熊胆入药。但是，潘得巴带头负责减少保护区内野生
动物偷猎和贩卖。自2001年以来，种群统计表明，动物
数量在西藏自治区很多地方翻了一番。到2014年，所有记
录的野生动物数量都有所增加，有些增长显著。珠峰自然
保护区县办公室的调查显示，雪豹（拉丁学名：Panthera 
uncia）数量增加到四倍。盘羊的数量（拉丁学名：Ovis 
ammon）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大幅回升。喜马拉雅
麝（拉丁学名：Moschus leucogaster）和黑熊（拉丁学
名：Ursus thibetanus），在该地区几乎完全绝迹的两个物
种，其数量已经反弹，几十年来第一次稳定下来。

2014年5月，万科公益基金会加入珠峰自然保护区建立
了珠峰雪豹保护中心。该中心旨在通过科学、保护行动、
公众参与以及培养未来保护领导人来促进人与雪豹共存。
该中心的工作重点包括研究监测雪豹状况；通过科学引
导、面向问题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减少对雪豹的威
胁；并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和参与，来获得更多保护雪豹的
资金和政策支持。2014年5月和6月，该中心进行了一次
考察，科学家来自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中国南
方濒危物种研究所和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发现了293
头雪豹的“迹象”，包括各种指标，如擦痕、足迹和粪
便。他们还在珠峰地区四个地点安装了44部动作感应照
相机，拍摄到雪豹达27次。这是首次在喜马拉雅山脉北
坡拍到野生雪豹。

在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几个村庄里，潘得巴负责报告雪豹袭
击造成的绵羊损失。报复性杀戮威胁到已经脆弱的雪豹种
群，经济补偿农民失去的牲畜作为避免报复性杀戮的一种
手段。潘得巴帮助传达村民对于雪豹捕食的担忧给政府主
管部门，并设法建立更有效的安全畜栏，从而减少人与野
生动物的冲突。

减少森林砍伐

有关森林管理的条例也于1998年制订，控制在陡坡和脆
弱生态系统上的树木砍伐。森林重建开始于主要城市地区
的周边，然后沿着河流，现在包括保护区内超过25万英亩
的土地。珠峰自然保护区的苗圃始于1992年。截至1998
年，它们繁育了成千上万的树苗，由潘得巴分发，他们也
为家庭提供护树培训。该项目的重点是生长迅速、可为牲
畜提供饲料的柳树和杨树，其枝条可以用作柴火。未经许
可的森林砍伐是保护区成立之时最迫切的环境问题，现已
被降低到几乎为零。

将环保和生态系统恢复与当地福利改善联系起来

通过潘得巴，环保作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展现给珠
峰自然保护区的居民。根据现有的行政单位，保护区边界
的绘制允许保护规划活动利用现有的人员和办事处，而无
需花钱建立新的管理结构。节省的钱投资到当地的社区服
务，鼓励他们支持保护活动。

潘得巴协会做法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景观层面视野。在
珠峰自然保护区之前，喜马拉雅山保护专注于生态系统。
各生态系统不得不通过走廊与其它生态系统相连以达到足
够的规模，并且每个结构必须通过单独的资金和管理得以
支持。在现有行政单位内开发的新模式改变了环保规划的
方式。制定了分区镶嵌式土地使用策略：划定七片严格保
护的核心区，创建毗邻核心区的缓冲区，允许在生态限制
范围内使用土地和资源，第三区的土地被用于可持续性农
业，城镇构成了密集人用的第四区。潘得巴已成为这整个
系统的关键。

潘得巴协会与当地村庄密切合作，执行环境评估、面谈以
及关注那些监视环境条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
况变化的群体。潘得巴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赋权其社区来应
对和适应气候变化。在世界屋脊，珠峰自然保护区是气候
变化的热点地区，面临的威胁从冰川融化到高海拔湿地的
生态干扰。

社会经济影响 
该组织成功地应用了村领导发展的分权模式。其项目增加
了珠峰自然保护区各社区的职业培训机会，促进了喜马拉
雅山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并稳固了西藏自治区的公民社
会。通过生态旅游活动和替代生计战略，潘得巴工作的许
多村庄的平均收入增长了一倍。潘得巴成功推动了非传统
作物，如蘑菇和蔬菜，提高了营养和当地收入。地方基础
设施项目已在三个村庄实施，以加强防洪坝、防风林和
农田围栏。潘得巴还带来了生活其他方面的质量改善。
最初，320个村中没有一个村有受保护的供水。到2009
年，74个村拥有了受保护的供水。小学的数量也从五个增
加到了58个。

相比其他领域，潘得巴项目也许更有效地填补了提供医疗
保健的缺口。今天，保护区的406个村中，80％以上都有
一个正常运作的基于社区的医疗体系，直接连接到政府的
卫生站。在该项目之前，医疗保健服务极其有限，而现在
村民获得了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产前和孕产妇保
健、免疫、计划生育、营养、卫生设备和疾病控制。儿童
死亡率下降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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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影响
潘得巴协会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赋予女性权力。所有项目都
强调帮助男性和女性意识到并承认女性对其家庭和社区所
做的贡献。在培训课程中，优先招收女性，使其最大限度
地参与。女性和男性在项目期间接受同样的培训，获得同
样的机会。在实际培训、学习考察和案例研究探索中，挑
选一些楷模，强调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参与生态旅游业以及
担当其社区领袖。

参与潘得巴项目帮助了当地女性成为其社区的领袖，并提
高了女性在该地区的地位。通过该网络，女性能够发展专
业技能并获得以前无法获得的资源、信息和就业机会。在
过去二十年里，60％的潘得巴学员是女性。很多人已成为
社区领导人和医护人员，为其乡亲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

“保护区的管理缺乏地方参与是世界性的主要问题。为了促进自下而上
的环保运动，我们培养了大批当地人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和环境的管理

者。当地村民现在能够引导保护区的居民更好地管理他们所依赖的自然
资源。” 

— 次仁罗布，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创始人兼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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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和复制

可持续性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0％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受训的
潘得巴继续作为社区服务人员志愿工作。这是相对较
高水平的留用，对于该计划的可持续性是个好兆头。
虽然该范例基于志愿体系，但是一些村庄已设立创造
性的薪酬体系，如从每户羊群中捐两头用以支持村里
的潘得巴。该项目还继续从珠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得
到高水平的支持。2009年，管理局给了潘得巴协会
管理权，并从运营访客信息和培训中心获取收入，该
中心靠近通向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出入口。不仅潘得
巴协会利用该设施进行培训项目和各种活动，而且游
客客房、餐厅和礼品店所得收益也用于支持该组织的
运行。

绝大多数潘得巴协会的工作人员是本地人。他们用当
地方言与村民沟通的能力是项目每个阶段实施的关
键：开展基线调查、引导培训讲习班、监测项目进展
并编制评价结果。每一批潘得巴学员都直接参与评估
项目的设计、内容和运作。潘得巴面谈的结果影响新
的培训计划及后续活动。之前项目中训练有素的潘得
巴被邀请参与今后的培训方案，并鼓励他们继续学
习。

创新的合作模式是潘得巴协会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关
键之一。潘得巴协会不采用看守体系来管理保护区的
环保工作，而是在与现行政府和社区机构合作的基础
上发展。这有减少交易成本和有效地嵌入行为变化的
双重效果。该模式要想成功，对潘得巴协会很重要的

是，积极公开成功的障碍和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使当
地人有主人翁意识和自豪感，并理解在平衡保护目标
和可持续生计时往往必要的权衡。

复制
在过去几年，潘得巴协会已是国内外公认的最佳实
践。201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自然保护论坛
和2011年9月在拉萨召开的中国人与生物圈会议强调
了其成就。此外，通过各种活动，如，2014年首届
中国慈善论坛、2012年第一届和2013年第二届中国
慈善博览会、2013年第一次和2014年第二次中国西
部基层非政府组织会议以及由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
在尼泊尔举办的各种研讨会，潘得巴协会与其他基层
组织、政府机构和公众分享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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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学习和知识交流是潘得巴协会范例的一个重要特
征。让潘得巴看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保护和发展的成功
事件一直是战略重点，可以让这些大使具备能力来促
进在保护区内分享最佳实践。潘得巴学习可应用于不
同地方的理念并获得肯定，他们的工作和贡献在国家
和全球保护社区内有更广泛的意义。国际考察，包括
前往孟加拉国了解小额信贷体制和去美国冰川国家
公园。参与学习交流的潘得巴回国后成为其他潘得巴
的知识中转人，传授他们的所学。对于许多潘得巴，
旅行和对等交流都在拉萨、地区城市或其他村庄，所
有这些都有类似的目标，确认成功、分享可行的思路
以及学习新的土地和资源管理技术。该组织的领导人
表示，正式化对等学习作为其项目的一部分一直是一
个分水岭，为基层动员、自下而上的行动、不断的学

习以及为取得成功而进行的必要尝试提供了持续的机
制。

合作伙伴
西藏自治区潘得巴协会强调政府、村庄和外界专业组织之间
的三方合作伙伴关系。除了450多个潘得巴和其社区之外，
该组织广泛地与西藏自治区政府机构，包括民政部门、珠峰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四个不同县的林业局合作。合作伙伴也
有捐助机构、地方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资金、培训和
媒体宣传的形式。在其工作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是新一
代基金会和新一代研究生学院。新一代基金会自其成立以来
一直是该项目的贡献合作伙伴。它提供了绿色种子基金、经
验丰富的人员、培训教材和战略规划支持。老牛基金会和南
都基金会也是潘得巴协会工作中重要的合作伙伴，自2012
年以来，在湿地保护和能力培训项目方面一直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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