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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计划

作为全球环境基金资助项目的组成部分之一，小额赠款计划成立于1992年，由 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负责实施，联合国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执行。小额赠款计划直接向 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提

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他们保护和回复自然，同时提高人们福 祉和生计的活动。小额赠款计划支持

的优先领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 保护国际水域、防止土地退化和消除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目前该计划已经在全球125 个国家支持14000多个项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建立伙伴关系，帮助各国克服困难，推动 和维持能够

改善每个人生活品质的发展类型。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提供 全球视点和深入本土的

见解，帮助建立民强国盛的国家。

三十多年来，作为联合国从事发展的全球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充分利用其全 球发展经验，

支持中国制定应对发展挑战的解决之道，并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和参与 全球发展提供协助。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目前在中国的工作重点领域为：减少贫困、善 治、危机预防与恢复及能源与环境。

北京生态学学会是北京地区从事生态学工作的科技人员的群众团体组织，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科学、科普宣传的机构。



江坡村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上思县南屏瑶族乡，地处十万大山腹地之深山密林中，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雨量充沛。村中心位于北纬21.8726°N，东经107.7626°E。全村群山环抱，山峦叠嶂、山清水秀。村

委距 离县城60公里、距离乡政府11.5公里，全村共5个自然屯，分别是平那屯、平在屯、上批屯、江坡屯和六

细屯，其中六细屯是上思县有名的革命根据地和“法国风情村”。村委所在地是平 在屯，全村总面积41平方公

里，盛产香料八角和肉桂，主 要珍稀特产有野生灵芝、红菇、香菇和鸡枞菇等。主要居住着 瑶、壮、汉等民

族，总户数242户，人口1119人，92%为瑶 族，本地瑶族属于花头瑶分支的过山瑶，系苗瑶语系。2014年 精准

识别的贫困户数为144户，共606人； 2017年底已脱贫 的贫困户共有98户、421人； 2018年脱贫约24户、103人。

共有5个自然屯，242户1119人，居民为瑶族占92%（花头瑶分支的过山瑶）；壮族、汉族等族占8%。村里林地面

积分为三大类：有水源林约3万亩；商品林约2万亩，种植桉树、马尾松等；村委会集体林有2500亩；十万大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1.2万亩。

所属的广西十万大山自然保护区，濒临北部湾，属于中越边境地区，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自然植被保 存较

好的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的生物基因库。该地区植物种类繁多，仅高等植物可达到3174多种，80%以上属热带成分，

主要为印度—马来西亚植物区系中越边境植物区系成分；保护区位于中越边境，中越边境地区是国际34个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十万大山也是全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规划确定的16个热点地区之一。保护区主要保护

对象为北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及狭叶坡垒（Hopea chinensis）、宽叶苏铁（Cycas balansae）、云豹（Neofelis 

nebulosa nebulosa）、 金钱豹（Panthera pardus fusca）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生境。特别是 十万大山

还生长着众多的其它珍稀濒危植物，如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和称 之为“茶族皇后”的金花茶组，是世界上金花



茶组植物分布中心。此外如罗汉松（Podocarpus macrophyllus）、长叶竹柏（Nageia fleury）等、兰花蕉（O

rchidantha chinensis）及花叶开唇兰（Anoectochilus roxburghii）、建兰 （Cymbidium ensifolium）、春

兰（Cymbidium goeringii）等70 多种兰花在 十万大山均有分布。保护区已知的管束植物有3174 种，隶属于

248 科1124 属。陆生脊椎动物有4 纲32 目86 科246 属407 种，其中两栖类44 种、 爬行动物69 种、鸟类215 

种、兽类79 种。已鉴定学名的昆虫有23 个目 169 科789 种。其中有新属1 种、新种27 种、中国新记录种8 种。

已知 大型真菌共135 种，隶属2 亚门、4 纲、4 亚纲、12 目31 科72 属。其中， 担子菌126 种、子囊菌9 种。

现保存的植物种类宝库中，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珍稀濒危植物和特有成分非常丰富，这在我国各级保护区

中实属 不多见，是华南地区乃至全国不可多得的植物资源宝库，也是国际关注生 物多样性的热点，具有全球

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

目前保护江坡村的生态环境，主要能够融入到整个周边瑶族村庄一同守卫中国的南大门，保护1、北热带季

雨林及其生物多样性；2、珍贵稀有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特别是狭叶坡垒、云豹、金钱

豹等极度濒危动植物及其栖息地；3、广西南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林；4、垂直带谱上的山地常绿阔

叶林；5、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自然景观。







但是目前村民与保护区的矛盾比较激烈，主要是因为社区耕地资源有限，山地较多。社区居民经济来源主

要依靠八角和玉桂经营、采割松脂以及外出务工，最主要收入来源是八角玉桂等山林经营，其次是外出务工，

养殖、种植及采集活动带来的收入十分有限，所占比例不足10%；这说明社区居民对土地等自然资源依赖程度仍

较高，社区土地山林一直是其重要的生产资料。



江坡村社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保护意识淡薄，以及长期形成的靠山吃山观念，盗伐林木、盗采药用植物

及林木种子和偷猎野生动物的事件还时有发生，遭盗采和盗伐的林木主要为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例如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黑桫椤（Gymnosphaera podophylla）、金花茶组植物等，一年四季均有发生，

农闲时节频度增加。盗伐、盗采、偷猎等违法行为的长期存在，不仅对植被和野生动物造成直接的威胁和破坏，

还会破坏动植物栖息生境。

同时，马尾松林面积大，松脂为部分保护区周边及保护区内居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因此，割脂行为的

存在，不仅会对马尾松林的生长造成影响，也对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破坏。

当地社区耕作方式落后，居民由于受交通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方式还很落后，传统的毁林开荒、

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还存在；受自然地理的制约，大量的农耕地坡度均在25°以上，以火烧土的方

式增加土壤肥力的方法还较为普遍，破坏了植被，造成了水土流失。

而保护区传统的林业管理也多采用“堵”的方式，将社区与其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周边环境隔离开来，不

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客观上还一定程度地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另外，江坡村的林地多属于十万大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保护区实施生态移民，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已经统一安排搬迁出保护区界线

外安置的瑶族群众返迁保护区内居住。返迁群众在保护区内任意开垦种植、采割松脂，蚕食和侵占保护区林地

林木；同时放养牲畜。返迁居民没在保护区内开展的生产活动地点不断增多，面积不断扩大，给当地的生态保

护带来很大压力。

追本溯源，江坡村的主要问题包括：

1.社区长期存在的适合当地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传统文化与管理方式，随着现代经济发展及资源管理政策

的变化等社会因素的变化而遭到破坏。在缺乏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下，当地人混乱无序的森林、资源索取方

式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2.贫困村民在缺乏可持续利用资源能力的现状下，迫于生计和经济压力，转向对森林资源的无序利用；

3.在上述问题之外，社区基础建设投入不足，环境卫生状况日益恶化，文化自信与传统丧失，社区面临多

重复杂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需要从多元的角度推动社区改变。

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从社区与村民出发，从意识提升、生计改善、文化自

信等多角度来推动生态保护，探索社区可持续发展。通过前期的半结构式调查与文献查询，当地5个屯居民主要

意愿和诉求为：种植业、危旧房改造、修路、养殖业和饮水工程。居民最大的意愿是发展种植中药材等特色种

植业，同时最大的诉求是扶持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发展药材种植是本项目计划予以回应或资助的方向。



因此我们此次小额赠款项目活动主要目地在于促进社区村民在生态保护与生计发展、文化传承方面的意识

改变、提升，建立公共事务管理的雏形。我们在江坡村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以“内

生式发展”理论为指导，基于社区的需求，秉承社区为主体的理念，通过构建适合江坡村社区公共管理的组织

与制度，促进社区基于自身的现状、需求来保护生态、资源，逐步改变目前的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新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将在江坡村开展村民能力建设、社区基

础设施建设、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建设等工作，逐步完善社区公共管理的组织和制度，促进社区到

达保护与发展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针对以上目标，

组织村民学习交流或培训活动，我们开展包括专题培训与交流学习：组织社区代表外出学习或者邀请外部

专家进入社区开展培训，扩展社区村民的认知范畴。提升村民的保护意识、发展认知，撬动社区的自组织和自

我改变。

建立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地或资源保护制度、垃圾处理与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实现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社区人居环境的改善。在保护地等组织、制度的建立与管理过程中，通过村民集体的充分讨论，自我决

策、自我管理、自我执行，以体现村民的主体作用，进而产生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制度，提升社区的公共管理能

力。社区完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建立社区保护地或资源保护制度，落实社区为本的生态保护：以社区公共管

理组织为平台，组织社区居民讨论建立社区保护地，确定保护地位置、面积；成立保护地管理委员会，并制定

保护地管理规则。实施保护本底调查。

提高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能力。 通过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调查、水系、土壤等基本情况调查，

以及社区访谈等形式，记录江坡村生物多样性信息，使村民近一步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提升生态保护

意识。基于社区合作与互助的生计改善与创新：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由村民自组织负责，通过讨论、申报，

开展药材等经济植物种植与蜜蜂、家禽养殖、生态旅游，组织种养殖技术培训等活动，积极合作应对市场，提

高或改善社区的生计。

实施生计改善与创新项目，从经济路径上推动社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可以改善原有的生计、收入结构，从

而协调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强调社区的互助与合作，发展适合本地生态、文化

与经济的道地药材种植、蜜蜂养殖等生产活动或项目。实施社区卫生环境清洁活动：根据社区需求，针对社区

垃圾及卫生状况、农药使用，开展交流分享，产生行动或制度，逐步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基于社区参与及传统文化的自然教育：组织社区药农、传统瑶医开展传统资源植物（药用或食用）的调查、

访谈、记录、整理、传播，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传统知识与文化的回归。



开展基于社区文化传统的自然教育，结合瑶族传统利用植物资源的知识，开展基于社区需求的传统药用植

物再认知、利用、培育与种植，增加民族与文化自信，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促进社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制作项目宣传材料，开展整理、传播，组织由政府、NGO及社区参加的社区共建共管或社区保护地总结会。

项目实施伊始，2019年8月23日，江坡村项目启动会议在上思县政府办公室举行。邓仪、成霄峰以及刘博，

联合十万大山保护区、上思县副县长等人在上思县政府会议室举行了项目研讨会、启动会，就项目实施的基本

内容、项目地的基本情况等进行了讨论沟通，建立了地方政府与机构部门的沟通渠道。后期将结合情况开展江

坡村的社区工作。



在项目启动后，开展了数次相关的外出学习活动，通过八次针对不同人群的外出学习与培训，受益人群达到约

300人（男性200人，女性100人）。提高了当地保护区工作人员、村民等对自然保护的认知，也为自然保护区内

的村民解决一些他们在种植药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用科学技术来让其改变错误的传统知识，发扬正确的传

统知识。同时通过多次活动，带动当地自然保护区人员与社区人员共同工作，共同学习，提高了凝聚力。同时

为村民与林科院、花卉所、药用植物园等单位建立起了联系，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支持和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的

开展建立起村庄与外界资本和科技方的联系。

主要学习活动：

第一次学习：2019年6月，村民代表吴普初（男性）到北京参加SGP2019项目启动培训，与各伙伴交流学习。

第二次学习：2019年9月24-28日，社区工作主要工作人员9名，赴云南省丽江市学习交流，本活动旨在探索

如何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另外，在国家“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探索实现该地区农村的生态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通过培训学习，主要让大家

了解社区如何做好自身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工作，接受新的发展项目理念，为今后江坡村的生态保护与社

区发展打下基础。整个行程由丽江健康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负责培训，组织观摩丽江玉龙黎明村村寨银行的启动

仪式，便于江坡村民有直观的了解认识；实地考察丽江傈僳族的保护与发展经验，如社区保护地、村寨银行、

内生式发展实践等。通过三天的互动交流，江坡村民对于社区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民合作社等方面有了新

的认识，也意识到了村庄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知晓了公共事务需要大家开会讨论商量才可能解决。







第三次学习：2019.10.9-14日3名（全为男性）项目点村民在内蒙古老年基金会与美国大自然学会学习民族

地区环境保护与社区共建。本活动旨在探索如何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现“生态文明

建设”与“乡村振兴”，另外，在国家“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探索实现该

地区保护区周边农村的生态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及与国家级保护区的社区共建工作的开展。



第四次学习：2021年3月29-30日，原支书李从迪带江坡村16人（12名男性，4名女性）前往防城港市扶隆乡

北基村林下种植瑶药走马胎种植基地学习，去东兴市那巴村瑶药益智种植基地学习种植技术。

第五次学习：2021年4月6日-10日，成霄峰（男性）代表江坡村前往南宁市马山县古寨村学习当地妇女合作

社的建立过程，重点了解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促进妇女和社区可持续



发展。在出发前，2021年2月25日由村长蒋凤学组织村民讨论4月份江坡屯与平寨屯选十余人到南宁马山县和河

池南丹县进行社区共建学习的积极分子的选拔，参与人数30人（男性：25人，女性：5人），但是后因为村民更

希望能够去广西农科院和林科院学习，因此此计划取消。

第六次学习：2021年4月19-21日刘博带江坡村16人（10名男性，6名女性）前去南宁药用植物园交流学习，

内容为桂南药用植物的种类及种植技术，优良种质资源的扦插与驯化技术。去广西林科院参观广西林科院花卉

所参观药用植物的种植方式。去南宁吴圩七坡林场学习中草药和经济作物混种间种的方式。

2021年4月25日，广西林科院花卉所张所长与杨开太副所长专程前往江坡村与江坡村种植积极分子林下中草

药合作社李安东等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希望能够建立合作机制，推动花卉所的科研成果转化与乡村振兴的共赢

机制。

第七次学习：2021年12月25日-31日，刘博（男性）代表江坡村项目赴广西北海市参加GEF北部湾项目伙伴

交流会，期间参与了九个北部湾项目的互动交流，并在李大君老师的引导下开展讨论，提出自身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共同商讨可能解决的方案。

在驻村工作开始后，刘博和成霄峰做为项目的主要成员，在社区主要开展了江坡屯、平寨屯的村庄基本情



况调查、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机制的建立，通过征集积极分子种植药用植物带动、屯里集体修路、传统节日及祭

祀活动的开展等活动号召大家讨论，做活动策划，开展活动，签订村规民约等不同形式，以提高村屯的内生式

发展模式，恢复村庄传统文化的建设。把大家拧成一条绳，更好的通过村规民约的约束来保护村庄的集体林、

河流以及保护区的地界。

社区公共事务完善以及生计项目的开展：通过帮助村庄重建其社区公共管理制度，进而建立起村庄大小事

经过商讨共同决定，同时签订村规民约，以更好的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形成一个良好的态势，生计项目从瑶

药种植、养蜂，到修路，投工投劳，各种活动的开展都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让村民在发展中回归的团结的本

性，让大家更认识到绳子拧在一起的力量。

我们主要在这方面开展了以下相关的活动，2019年8月20-22日，于江坡村六细屯、江坡屯开展社区调查，

掌握了村庄的基本状况，如民族、文化习俗、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等。整体而言，在目前的体制下，江坡村由

于毗邻保护区而受到较多的政策限制，生态保护较好，但是以牺牲当地村民利益为代价的，村民的生计与收入

受到较大的影响，传统文化、习俗在逐渐消失，社会治理需要加强。这些调查为项目工作提供了借鉴或指导。。

2020年5月22日项目介绍会：江坡村村支书、主任、第一书记妇女主任及五个屯的队长副队长等12人（三名

女性）在江坡村委会会议室参加会议。刘博与成霄峰向村民介绍项目的来源以及希望开展的内容。其中，有三

个屯（六细屯、平那屯及平寨屯）的村民代表在会场讨论了村寨银行项目。

2020年5月23日村民公共机制建立会议：平寨屯村民小组会议讨论社区制度的建立及村寨银行项目的开展计

划，参与人数40人（男性：35人，女性：5人）；刘博与成霄峰参加。

2020年5月24日村民公共机制建立会议：江坡屯村民小组会议，讨论社区项目的开展征求意见及村规民约的

制定，参与人数56人（男性：48人，女性：8人）；刘博与成霄峰参加。



2020年5月26日村民社区保护会议：江坡屯社区项目负责人小组会议讨论河流保护（鱼类）工作，计划在河

流范围内实施禁渔期以及禁止电鱼、毒鱼等行为，讨论了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刘博与成霄峰参加。

2020年7月15-16日，江坡屯村民项目筹备小组则举行了两次会议，制定了鱼类保护与河流管理的村规民约

初稿，保护的范围为约20公里长的河流及其中的鱼类、蛙类、龟类，每年正月至七月为禁渔期以保证鱼类的繁



殖，全年禁止毒鱼、电鱼，禁渔期外允许村民合理利用鱼类资源，计划将村规民约打印后发给村民了解、讨论，

再开村民会议讨论修改。成霄峰参加会议。

2020年8月11日，江坡屯村民自主召开村民会议，讨论河流保护的村规民约。村民对于禁渔方面还存在分歧。

村中有五六户村民赖以河鱼为食，加之近期猪肉价高，这部分村民并不想失去这些机会与权利。另外因为河流

较长、难管理，外部人员容易轻松逃离监督或处罚，江坡屯村民担心自村村民会因村规民约的自我约束而吃亏。

目前，如何实现村民在河流保护方面的共识及对村规民约的认同是关键，是后期的主要工作。

2020年9月16日江坡屯村民会议：江坡屯社区项目负责人小组会议讨论社区关于河流及鱼类保护的村规民约

初稿（内容附后）及问题。会议认为，村民一时间难以接受禁渔的方式，而且社区的很多事务（与社区垃圾管

理等）一起讨论，部分村民在头脑中比较混乱，不能理智地参与决策。最终，会议决定暂缓执行，等待社区垃

圾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后再组织村民会议讨论；刘博、成霄峰、耿得安参加会议。

2021年3月1日：由蒋凤学主任主持，平寨屯20人共同与北京生态学学会签订修路补助的协议，开展村屯至

八角林道路的修建，路长度约为6公里。村民在协议中提及了砍树约束、黑桫椤和罗汉松等珍稀濒危植物保护、

垃圾排放、河流及鱼类保护的村规民约。希望通过此村规民约来制约平寨屯社区对自然环境的自发保护。

2021年6月8日：由盘强生队长主持，江坡屯40户人共同与北京生态学学会签订修路补助的协议，开展村屯

至八角林道路的修建，路长度约为6公里。村民在协议中提及了砍树约束、黑桫椤和罗汉松等珍稀濒危植物保护、

垃圾排放、河流及鱼类保护的村规民约。希望通过此村规民约来制约江坡屯社区对自然环境的自发保护。

江坡屯在学会支持下也开始修建道路，并修建了两个大型垃圾处理设施。随着社区项目的开展，江坡屯讨

论制定了生态保护地条例。目前，平寨屯和江坡屯已经成功建立了社区自然保护地。在当地居民和中央民族大

学同学的努力下，对平寨屯和江坡屯社区范围内和周边自然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需要进一步完善共管机制。

第三个大的活动主要在于基于社区合作与互助的生计改善与创新：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由村民自组织负

责，通过讨论、申报，开展药材等经济植物种植与蜜蜂、家禽养殖、生态旅游，组织种养殖技术培训等活动，

积极合作应对市场，提高或改善社区的生计。    

  瑶族同胞们非常喜欢山林中的生活，因此其特别希望项目能够带动其进行一些生计项目，本活动主要通

过生计类项目的支持，通过村民讨论-专家协助的方式推进其进行商讨开展相关创新性生计项目的可行性，结合

前期外出学习和专家讲座的技巧，进而确定可开展的相关活动。我们以参与者的姿态加入到村民们自我讨论的

环节，然后在其开展活动时给矛相关的理论支持和引导，在决定时签订合约，进而以部分资助的形式来鼓励更

多的村民加入到相关的活动中。

同时提高了当地保护区和社区居民的相关的工作和种植知识，开发出一些扶贫物种。适合当地种植的药材，



同时加强原著民的收益。目前帮助当地的群众开展药材种植，药材种植周期多为三到七年，收益目前还未到时

间，待有收益后会及时反馈。当地人在长期种植重楼、勃氏甜龙竹、瑶族药等植物在3-7年收获后就可以获得相

关的经济效益。

当地人意识的改变，对于环境保护认知随着培训和宣传而逐渐加深，在未来会更好的推进与环境保护相关

的产业，而减少参与环境破坏的活动。

但是在种植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与村民商量着解决，在推广种植植物的环节，很多植物生长周

期长，收效不稳定，病害多的问题困扰着农民。我们通过深入了解相关植物的生长特性，查阅相关文献和请教

相关专家。全方位的为物种的种植提供背景知识，然后通过合理的判断和多物种种植来分散分险。

最重要的方法劝服当地人是与当地人同吃同住，真正的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再逐渐的灌输环保知识和生计

发展的一些新手段。聆听当地人的声音，以更好的让项目的内容落地，可以真正的帮助和解决其所需之难。

目前已经成功开展了以下的活动：

1. 村民李安东目前开展益智药材种植和野生草药种植带头。开展了大量的益智种植。

2. 2019年8月，李安东、李从凯、李从峰、蒋京东、蒋凤学参与社区珍稀植物调查，并采集植物：锈色蛛毛

苣苔、紫纹兜兰、宽叶沿阶草、石山苏铁、竹叶兰等植物在庭院中同时开展庭院种植尝试驯化。同时带领社区

人民开展社区珍稀植物调查，珍稀植物大黑桫椤与当地珍稀植物的调查。并指导当地人进行珍稀植物的迁地保

护，对于生境破坏的植物进行迁地栽培，摸索种植条件，进行植物抢救性种植。



3. 2020年7月14日，平寨屯计划召开村民会议，但是因为参加村寨银行的户数不足5户，最终取消。江坡村

村委会蒋凤华主任及平寨屯队长蒋国宁均认为在平寨屯实施村寨银行项目的难度较大（达到全屯户数的一半以

上），即便二人非常乐意组建村寨银行项目。经过与村民的了解，工作人员发现，村民内部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生计上多依赖种植甘蔗、就近打散工或外出务工等方式，部分村民办理银行卡可以立刻获得借款（一万元日息2

元），同时受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很多村民乐意接受外来的资助而不愿自己出资做事情。这些都是在平寨屯

实施村寨银行项目的影响因素。成霄峰在平寨屯进行了社区调查与走访。

4. 2020年8月28日，刘博与第一书记、李安东等人开会讨论江坡屯药材示范带的建设，初步确定意向，计划

10月育苗，次年三月下土。讨论内容见附件社区共建项目——瑶药示范种植带（村民意愿较高的主要有：过江

龙、大血藤、活血藤、黑血藤、四方藤、石崖茶、益智）。

5. 2020年9月18日，平寨屯组织召开村民会议，讨论社区公益林内的山路修建。因为全屯村民的八角、玉桂

等经济林木集中在公益林内，每年运输八角、玉桂时基本依靠人力背运，给村民带来不便。村民计划集体修建

道路，便于摩托车骑行运输。由于当晚下雨，会议参加的人员为20户，为全屯农户的一半。后期由村民自行组

织会议讨论方案，制定项目预算。耿得安参加会议。

6. 2021年3月1日，对保护区的瑶族进行深入入户调查，了解其生活方式及经济来源，并对其割松脂收入和

不可持续性进行访谈和宣传。鼓励大家开展林下种植，尤其是益智的种植。和绿肥的制作工艺。以及石崖茶的

种植和致富途径的讨论。项目拨款至平寨屯与江坡屯，计划由李安东等人的江坡村瑶药种植合作社进行走马胎、

过江龙等瑶药的种苗培育，育苗1000株。通过进行林下种植本地瑶药的方式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和排放。



7. 2021年8月2日，种植的过江龙全部死亡，原因未知，而扁担藤全部成活。尝试对扁担藤进行更多的种植

试验，确保种下500株。过江龙则尝试入秋后再种下500株看季节是否为影响因素。最后过江龙在重新摸索种植

后成功率上升，可能因为前期雨水淤积所致。

8. 2021年3月1日，由蒋凤学和蒋春梅同志带头种植饲用植物新品种：蛋白草（食叶草）、菊苣各2亩。尝试

替代玉米的毁林开荒种植，尝试使用田边地头和林下林缘进行饲料种植，减少畜牧业对玉米的依赖。种植后成

果显著，饲用植物生长迅速，其它村民均计划自己购买种子进行种植。



9. 2021年4月1日由种植专业户扶隆乡北基村种植基地许三老板给村民进行当地药材种植技术培训。由支书

组织村民12人（全为男性）开车赴防城港市防城区学习。

10. 2021年4月2日村民前往防城港市东兴市那良镇那巴村李医生瑶药种植基地由李医生给大家培训走马

胎药材林下种植的技术，村民12人（全为男性）

11. 带江坡村16人（10名男性，6名女性）前去南宁药用植物园交流学习药材种植和药材品种选育，去广

西林科院参观广西林科院花卉所参观药用植物的种植方式。同时邀请广西药用植物园白隆华、潘丽美两位老师

亲临现场指导2天。共同商讨药食同源型蔬菜的种植前景。



12. 2021年8月1日，由江坡村林下合作社代表到扶隆北基村采购22000株走马胎苗，由北京生态学学会出

资一半，由村中选出的十户积极分子进行种植。

13. 2021年6月22日江坡村村委会培训上思县八角病虫害防治技术（9：00-10:00）讲解专家：上思县林业

局森防站林颖菲副站长。村民问题：1. 八角叶甲的迁徙规律？2. 汪乐村如何治理好了八角病虫害？3. 八角炭

疽病与肥料施用的关系？4. 土壤中硼元素的缺乏与病虫害的关系？5. 土壤中氮肥与钾肥的配比与病虫害的关

系？6. 炭疽病与海拔的关系？参加村民为21人（16名男性，5名女性）

14. 2021年6月22日林下种植走马胎项目解读，讲解专家：中央民族大学 刘博/江坡村林业经济合作社 李

安东（10:00-11:00）村民问题：如何获得种植补贴？种苗成活率？参加村民为21人（16名男性，5名女性）

15. 2021年6月22日北部湾地区林下种植物种技术与推广（11:00-11:50）讲解专家：防城港市林业局中

心苗圃苏学鹏主任。村民问题：百部种植技术；药材幼苗枯叶病如何防治；八角增收技术；黄精种植技术；萝

芙木种植技术；益智种植技术；林下药材与上层乔木物种的关系；走马胎与益智间种。参加村民为21人（16名

男性，5名女性）

16. 2021年6月22日江坡村林下种植范围与保护区的社区共建项目，讲解专家：十万大山保护区社区科 杨

瑜红（11:50-12:20）村民问题：村里哪里可以开展林下种植，米速、米楼、米除林下种植涉及的法律法规。参

加村民为21人（16名男性，5名女性）



17. 养蜂活动大家积极性较高，且有邓玉昌为带头人，养蜂300余箱，美丽乡村示范村的项目，政府有相

应的蜂箱补贴。通过养蜂推动农药的减少使用。有10余户增加了养蜂的量，养蜂的蜜售价是60元/斤，参加者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收。项目本身未在此上重复投入。

第四个活动就主要是实施社区卫生环境清洁活动：根据社区需求，针对社区垃圾及卫生状况、农药使用，

开展交流分享，产生行动或制度，逐步改善环境卫生状况。

江坡村目前五个屯，四个屯已经有垃圾池，但是村民反映政府修的垃圾池不符合村民意愿。目前江坡屯无

垃圾池，垃圾乱放现象严重，，垃圾都在水边，水大时在河中冲走，污染了饮用水，对村景观和村民健康构成

了较大的影响。经李从迪支书与蒋组长召集全屯人开会讨论，该屯组长带领大家设计修建垃圾池。通过社区讨

论共同决定建立两个垃圾池，进而建立了社区垃圾管理制度，以及河流、河道、山地等的保护的村规民约，有

效的解决了村民关心的村里脏乱差问题，也引导大家更好的关注村庄的卫生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1. 2020年1月5-9日，成霄峰前往江坡村开展项目推进工作，了解江坡村各屯的具体情况以及开展社区项

目的意愿，并在江坡屯组织了村民会议，介绍项目的基本原则、实施方式等。根据江坡村李从迪支书的介绍，

江坡屯目前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是社区垃圾的处理，村民可能对于垃圾处理较为重视。会议上还对垃圾处理进

行了讨论。由于江坡屯户数较多，达70户，开会户数在45户左右，且在露天空地进行，并不方便，会议中途陆

续有村民离开。会议当场并无明确的讨论结果。后期受到疫情的影响，社区会议并未举行，并无进展。



2. 2020年5月26日，江坡屯社区项目负责人小组会议讨论社区垃圾处理问题，分析了过往垃圾管理中的

问题，计划在全村实行垃圾分类处理，分为可燃烧垃圾与不可燃烧垃圾两类，讨论了面临的问题与资金困难。

刘博与成霄峰参加。

3. 2020年7月15-16日，江坡屯村民项目筹备小组则举行了两次会议，制定了垃圾管理的村规民约初稿，

计划将村规民约打印后发给村民了解、讨论，再开村民会议讨论修改。同时，小组商量了垃圾池修建的方案以

及后期垃圾运输的事项。成霄峰参加会议。

4. 2020年9月16-17日，江坡屯社区项目负责人小组会议讨论社区垃圾池项目的开展，分析存在的问题，

征求村民的意见及进行村规民约的调整，参与人数11人（含两名女性），会议初步确定了垃圾池修建、人力出

工的方式，以及在农历九月农闲时节进行建设的计划；刘博、成霄峰、耿得安参加会议。下图为原来堆积如山

的垃圾，经过村民的投工投劳的方式清理，并整理了河道。



5. 2021年1月1日，江坡屯社区由社区出工约5人十天， 2个社区垃圾池建好，之前签订好村规民约也从

当日开始实施。由本屯村民出工出力共同修建完成。

6. 2021年3月1日，江坡屯项目委员会讨论认为之前修的垃圾池并未能很好的设计，需要进行修改。由新

队长盘强军主持进行维修。计划更好的进行设计，以方便群众使用。



7. 2021年8月8日，江坡屯族佬祈祷会上由队长带领大家进行垃圾处理的方案征集，并对之前修理的垃圾

池进行修缮，使得其更适合当地的使用，并建议大家修正村规民约，以此基础上更好的保护环境，禁止电鱼毒

鱼，不砍伐。

8. 开展了多次基于生态种植的培训，特别是针对社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八角、玉桂病虫害防治培训起

到了良好效果。通过村民的实践，规范了农药使用的量和喷洒方法后，八角病虫害情况并没有严重化，反而在

2021年实现了八角的丰收，让村民收入增加了许多。目前工作人员与村民尚不清楚八角病虫害好转的主要原因

是农药使用规范化还是植物周期性变化导致，但村民愿意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化使用农药，并积极讨论形成全屯

统一的农药使用制度。

第五个活动是基于社区参与及传统文化的自然教育：组织社区药农、传统瑶医开展传统资源植物（药用或

食用）的调查、访谈、记录、整理、传播，促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传统知识与文化的回归。建立起社区参与的

机制，带动多次瑶药调查活动，其中包括野外实际调查、关键人物访谈、标本鉴定、数据分析，记录了每个物

种的瑶族名、汉语名、拉丁名、科名、药用部位等。同时开展多次中小学支教活动，通过小学教育和科普开展，

切实提高大家对环境保护的认知。

瑶族药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种调研方法，其中包括野外实际调查、关键人物访谈、标本鉴

定、数据分析。经过多次调查，我们共采集了212种植物，其中2019年8月，在防城港市十万大山江坡村开展了

瑶族药用植物调查活动。调查到瑶族药用植物75种，记录了每个物种的瑶族名、汉语名、拉丁名、科名、药用

部位等。这些植物，在当地有着十分重要的药用价值。但是，由于过度采摘等问题，这些药用植物消亡的特别

快，当地土著医生说有的药材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过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地的这些药用植物进行保护。

我们的调查工作、所采集的标本可以为当地的植物保护提供帮助。



中小学支教金花茶原产地，通过小学教育和科普开展，切实提高大家对环境保护的认知，我开展了相关的

培训课程，课程主要内容：

金花茶种植与抗病虫害（农林业）（迁地保护的遗传多样性、土壤酸碱度、如何选购土壤、如何选购花盆、

修枝、育蕾、去虫）

金花茶药效和保健功效（化学）（初级代谢产物和次级代谢产物、利用酵母菌对金花茶叶提取液发酵酿酒

的技术）

金花茶收获及冻干处理方法（物理）（金花茶的加工方法,属于茶叶加工领域。其步骤包括:采摘、清洗晾



干、预处理、喷洒盐水、杀青、揉捻和烘烤。）

茶文化及药食同源（语文）（药食同源、茶文化、茶经、茶的不同品种和价值）

金花茶传粉方式及生态系统（生物）（鸟媒、蜂媒、生态系统）

具体开展的活动主要是：

1. 2019年7月30日至8月30日刘博（北京）、刘润宽（内蒙古）、汪磊（北京）、陆毅（北京）陆续到江

坡村进行考察。记录传统信息并制作植物标本。当地人参与者超过10人。目前已经收集75种瑶族药材的传统知

识和超过500张植物照片，以及300份植物标本，由中央民族大学30余名同学参与制作。

2. 2019年8月带周围瑶族村寨的护林员聚一起进行不同村寨进行交流。

3. 2019年11月10至26日刘博（北京）、刘润宽（内蒙古）到防城港市江坡村进行植物标本调查活动，当

地人参与者5名。目前补充收集10种瑶族药材的传统知识和超过500张植物照片，以及100份植物标本，由十万大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员工与社区居民一同参与制作。



4. 2019年11月15日在上思县第二小学开展“认识最美的花，爱护最美的自然”活动。组织200余名师生

（参与者有3名男老师与1名女老师，学生约100名男生和10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普及当地植物的传统

知识，提高社区儿童的自然教育水平。

5. 2020年5月25日，在江坡村小学开展“认识最美的花，爱护最美的自然”活动。组织70余名师生（参

与者有3名男老师与1名女老师，学生约40名男生和3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6. 2020年5月26日，在南屏乡中心小学开展“保护十万大山自然教育”活动。组织40余名师生（参与者

有1名女老师，学生约20名男生和2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7. 2020年6月5日，开展地球日科普宣教活动，在米丰小学联合金花茶保护区开展。组织100余名师生（参

与者有4名女老师，10名男老师。学生约50名男生和5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8. 2020年11月18-11月25日，刘博、天亮、毛海霞、邓明波、刘润宽、蒲拴莲等人赴防城港十万大山植

物标本室整理、鉴定、拍摄植物标本，记录前人整理的传统知识，并进行数字化。共拍摄植物标本照片4000张，

记录其中在瑶族地区采集的物种约600余种，将进一步查阅中国瑶药学书籍进行功效整理。下图示例为瑶药：海

南重楼的种植和传统使用。



9. 2020年11月27-12月15日，刘博、天亮、毛海霞、邓明波、刘润宽、蒲拴莲等人赴江坡村开展瑶药调

查与整理工作。最后获得相关瑶药植物标本400余份，获得传统知识200余条，最近制作植物标本，并进行数字

化。

10. 2020年12月1日，刘博、天亮、邓明波等人在扶隆那勤小学中心校开展了支教活动。对全校的200余名

学生进行了自然教育，主题为：“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航天器发射原理”“十万大山自然资源及其保护”

11. 2021年8月2-8日，刘博、天亮、傅杰等人前往上思县进行传统瑶药、壮药集市调查，共获得药材172

种，记录其相关传统知识100条。整理编目了周末集市中常用的一些药材。《瑶族传统文化与资源植物》完成初

稿，目前整理出调查报告及附录文件。

12. 江坡村瑶族文化中心修缮。经李从迪支书与蒋组长召集全屯人开会讨论，大家建立瑶族文化中心的

意愿较高。建议选点为江坡屯废弃教学点。目前教学点面积为60平米，院子15平米。主要修复内容包括：刷墙、

铺地和换门窗。预算1-2万元。

i. 建成后，可以实现以下功能：a. 传统瑶族舞蹈活动场地、广场舞场地；b. 村民开会场地；c. 村民学习

瑶族服饰制作场地；d. 保护区开展宣教活动场地。此项目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但是由于项目经费不足，故此次

并未开展，希望在后续项目资助过程中可以得以实施。



13. 2019年11月15日在上思县第二小学开展“认识最美的花，爱护最美的自然”活动。组织200余名师生

（参与者有3名男老师与1名女老师，学生约100名男生和10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普及当地植物的传统

知识，提高社区儿童的自然教育水平。

14. 2020年5月25日，在江坡村小学开展“认识最美的花，爱护最美的自然”活动。组织70余名师生（参

与者有3名男老师与1名女老师，学生约40名男生和3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15. 2020年5月26日，在南屏乡中心小学开展“保护十万大山自然教育”活动。组织40余名师生（参与者

有1名女老师，学生约20名男生和2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16. 2020年6月5日，开展地球日科普宣教活动，在米丰小学联合金花茶保护区开展。组织100余名师生（参

与者有4名女老师，10名男老师。学生约50名男生和50名女生）进行自然教育活动。

最后就是与传播：完成项目的经验总结与报告；以项目为案例，制作项目宣传材料，开展整理、传播，组

织由政府、NGO及社区参加的社区共建共管或社区保护地总结会。

1. 2021年8月8日北京生态学学会携手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江坡村村委会一同制作江坡屯、平寨

屯二个村民宣传栏，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方便村民们信息的传播和村规民约的使用。



2. 项目宣传册随项目结项完成。

3. 相关的事迹影响了前去社会实践的中央民族大学生物系陆毅同学，她选择返回家乡工作，并在中央民

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主页进行报导。

https://cles.muc.edu.cn/info/1178/3721.htm

https://cles.muc.edu.cn/info/1178/3721.htm


我们认为，在这几年在本村中开展以上为主要开展的活动。项目江坡村试点开展了相关的工作，通过项目

的人力与财力的投入，与当地人成为了好朋友。初步建立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机制，并且通过帮助当地人提

高生计的方法来真正的促进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这种方式可以复制，而且还会持续影响社区中的人。把原来

松散的农村团结起来，让大家通过商量的方式去决定村中集体事情，从修路到垃圾清理，到药材种植到外出打

工。建立了以核心成员小组为主，继而扩展到其负责的周边小片区制，再到整个屯每户共同开会商讨。完善了



这种村庄自治的体制。

计划下周期主要继续开展活动的追踪，追踪药用植物种植和售卖情况。了解村民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大

家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现状和与林业局矛盾的缓和方式。继续开展社区工作，真正的进入社区以带动当地人进行

植物多样性调查和关键物种监测；制作相关宣传资料呼吁环境保护，为当地小学中学带来环保知识讲座以及开

展相关植物学简易实验，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热爱自然。

资金使用过程中，我们尝试以此项目能够带动更多单位参与，首先是项目主要合作方丽江健康与环境中心

的邓老师主动报销了两次成霄峰的到项目地的差旅费用，共计5000元。十万大山保护区尝试在项目的基础上，

挂牌村庄为示范村来做社区共建，为社区安放电子显示屏，安装每个屯的公告栏，并组织市林业局的人员前往

村中开展相关农业活动的推广等，提供补贴苗木，为民办事，与村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

药重点实验室资助两名博士与三名本科生前往当地开展多次考察与相关惠益分享机制的调查，和瑶药的调查。

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重点实验室同意资助五万元用于瑶药的研究考察，中央民族大学派出天亮博士，决定博士

课题在江坡村开展，主要是瑶药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及相关重点科属紫金牛属植物的药效活性分析。

作为两个团队，药用植物和科普教育团队由项目负责人带头，十万大山保护区社区科协助，在当地中小学

开展多次相关的活动，并开展了世界地球日的米丰小学主题活动。药用植物的调查尝试去带动更多科研团队进

入，和药厂的加入，目前已经请有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林科院、七坡林场等多方人士前往调查研究，调查结

果将以科研论文的成果发表。社区代表成霄峰同志将丽江的最新理念和社区工作的技巧带入到村中，成功的启

动了项目，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后其读博士离职后，请耿德安协助，前往项目地开展了2次工作，也帮助

当地跟进了社区相关的活动，并尝试放权力给村民自己，由其实现可持续的村民自治。



也希望项目能够更好的升级并被复制，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1. 环境保护的经验拓展至周边同样问题的瑶族村。

由于整个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被列入UN在中国的重点保护区域，而当地主要的最关键和

核心的热带雨林都在十万大山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中的原住民核心区中90%都是瑶族，而江坡村的项目的成功，

可以为北热带地区热带雨林的就地保护提供示范，尤其是周边的其它十余个瑶族村，可以照搬相关经验，实现

村庄自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村民们也希望能够将本村的村规民约与共享河流上游段和下游段的附

近瑶族村共同遵守，同时对于热带雨林的保护能够共同捍卫这片赖以生存的家园。

2. 多方协作的经验扩展

通过当地保护区的资金结合其扶贫和环保工作的开展，和当地社区居民的最关键的需求。升级项目并协调



三者关系。同时利用了中央民族大学、丽江生态与健康中心、南宁师范大学、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相

关经费共同完成此项目。

3. 集体种植模式的推广

村民种植的观赏树种在道路两边，这是首创的村民自发的种植集体观赏与可持续采集类药材街道藤本植物。

此项活动在发动后，受到了防城港市卫健委的重视，并投入经费共同开展相关的活动。等将来树长大后，可以

改善村庄的景观增加生态旅游，同时传统瑶药材可以实现传统知识的传承和科普。

4. 科普教育模式的推广

科普教育以乡土教育为核心，以保护当地热带雨林为已任，开展了世界地球日等相关活动，重点结合小学

的自然课程，开展一系列以金花茶为主题的科普讲座与实验内容，并与当地学生在校园中迁地保护金花茶30余

盆，通过共同种植的方式学习自然知识，了解植物光合、生理等方面的内容。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体制。

5. 林下复合种植的推广

当地一直在开展相关的林下种植，但是由于瑶族位于深山，思想观念被束缚，并且勤劳程度不够高，因此

一直使用农药大量喷洒破坏热带雨林，通过多方面带大家外出学习，并购苗示范种植后，当地人开始尝试生态

种植，并在第一批种植益智收获并得收入后，带动了大家尝试探索种植林下当地物种，提高生物多样性，减少

病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