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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黎贡山纵列在云南西部边缘的中缅边境地区，是横断山系最西边的一列，北连

接青藏高原，南衔中印半岛，东邻云贵高原，西毗印缅山地。高黎贡山是怒江和伊洛

瓦底江的分水岭，南北绵延 450 余公里，其地势北高南低，由北至南海拔逐渐由 4000

多米降至 2000 多米。高黎贡山拥有世界上纬度最北、海拔最高的热带雨林，从怒江

峡谷向上依次分布着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竹林、灌丛、草

丛和草甸，形成了独特的低纬度高山峡谷垂直气候和异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高

黎贡山记录的高等植物共 256 科 1196 属 4897 种，其中蕨类植物 46 科 110 属 593

种，裸子植物 7 科 17 属 34 种，被子植物 203 科 1069 属 4270 种（包括 434 个高黎

贡山特有种）；记录的脊椎动物共 699 种，其中哺乳动物 154 种，鸟类 419 种，两

栖动物 21 种，爬行类动物 56 种，鱼类 49 种。

巍巍高黎贡 摄影：阿文



为了更好的保护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1983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高

黎贡山省级保护区，并于 1986 年经国务院批

准晋升为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年云南省

人民政府批准建立了，并于 2000 年国务院批

准并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高黎

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北、中、南互不相连

的三个片区组成，其中北段位于怒江州贡山县

和福贡县，中段位于怒江州泸水市，南段则位

于保山市隆阳区和德宏州腾冲县，总面积为

40.52 万公顷，是云南省面积最大、自然资源

禀赋最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被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确认为“具有

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1992

年，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被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评定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 A

级保护区。2000 年 10 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MAB）”，

保护区北段于 2003 年 7 月作为“三江并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段（即泸水片区）分布着全球第五种金丝猴，

也是最后一种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Rhinopithecus strykeri）。仅仅在 10

年前，即 2010 年初，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在缅甸克钦邦东北部收集到一具完

整的仰鼻猴尸体标本并兴奋地发现这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已知灵长类的金丝猴新种。

2010 年 10 月 26 日研究人员在《美国灵长类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这一成果并将这

高黎贡高山杜鹃 摄影：有哈

https://baike.so.com/doc/988084-104451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680631-6894528.html


一新种定名为 Rhinopithecus Stryker。由于这种金丝猴的发现地点离中国云南怒江州

泸水县不超过 50 公里且中间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分隔，因此泸水很可能也是这种新金丝

猴的分布区域。经过一年多的不懈走访和野外调查，2011-2012 年间，泸水管理局森

管员多次拍摄到 R. Stryker 的野外生存影像并采集到了粪便标本，首次从分子水平上

鉴定了 R. Stryker 为新的金丝猴物种，证实了怒江州是 R. Stryker 的分布区并于 2012

年将其中文名正式定为“怒江金丝猴”。

目前已知的怒江金丝猴栖息地仅分布在怒江和恩梅开江之间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狭

小区域内，全球种群数量可能少于 1000 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

列为极度濒危，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怒江金丝猴仅分布于高黎贡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段的片马和鲁掌辖区，野外种群数量估计约为 250 只。

怒江金丝猴 摄影：陈奕欣



由于高黎贡山国家级保护区并未覆盖怒江金丝猴的全部栖息地，因此保护区周边

的社区也是怒江金丝猴重要的活动区域，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一极度濒危的灵长类物种，

推动和提升保护区周边社区的保护意识和能力，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

额赠款项目的支持下，昆明创益生态保护研究院于 2018 年在片马镇片四河村启动了

“社区保护地促进高黎贡山怒江金丝猴保护”项目。



社区巡护与生态旅游

片四河村鸟瞰 摄影：李青曼

片四河村隶属于泸水县片马镇，位于高黎贡山西坡，其西南直接与缅甸接壤，东

北则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相接，是连接保护区与缅甸林区的天然廊道。自保护区建

立以来，泸水县林业局和保护区管理局就在各辖区保护站建立了护林员制度并开展定

期巡护。2018 年林业局配合怒江州扶贫攻坚工作，在保护区周边的各社区设立了政府

公益性岗位护林员和森管员，加大了保护区与中缅边境间集体林区的巡护力度。目前

片四河村已有 57 名公益护林员和 7 名森管员，每位护林员每月至少需要上山巡护 8

天，重点为森林防火和边境管控，而较少关注沿途的物种记录和观察。为此项目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开展了物种观测和高黎贡山珍惜保护物种识别培训，鼓励护林员记录他

们在巡护中观测到的物种并为巡护队员配备了相机等设备。



日常巡护

项目实施期

间，片四河

57 名护林员

和 7名森管

员共开展了

2640 次巡

护，计 13200

人次，期间

未发现盗砍

盗猎现象和

森林火灾。

摄影：那春

冬季巡护

片四河海拔

较高，虽处

于低纬度却

冬季漫长且

积雪，护林

员们不惧严

寒，冬季依

然开展定期

巡护，以保

护森林和其

中的物种。

摄影：阿文



高黎贡山国

家级自然保

护区界碑和

中缅界碑

片四河社区

巡护队的巡

护范围为高

黎贡山自然

保护区和中

缅边境间的

社区集体林

区，一般不

进入保护区

也不会跨境

进入缅甸，

因此巡护路

线大都以界

碑为终点，

巡护队员们

到达界碑后

小憩片刻即

开始返程。

中缅边境泸

水段第49号

界碑也是中

国第一次发

现怒江金丝

猴的地点。

摄影王中才



巡护中的物

种记录

护林员们在

巡护中也会

用相机记录

下他们观察

到的美景和

各种物种，

例如高山杜

鹃、各种兰

花等等，但

由于常规巡

护往往都沿

成熟路线且

都在白天开

展，因此较

少能观察到

动物。对动

物的观察往

往会专项设

点观察。

摄影：阿文、

有哈



护林员有哈

的故事:

在护林

员有哈的巡

山日记里，

有这样一

篇：今天风

很大，吹在

脸上像刀刮

一般的疼，这就是冬天的风，大概要下雪了吧，但还是要坚持到林区去巡山护林，有

哈年纪约摸四十一二岁了，鬓角的头发略微秃进去一些，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眼睛

闪闪有神采。他看人时，十分注意；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手指粗大，

指甲缝里夹着黑泥巴，穿一身迷彩服，背上背着一个旧旧的双肩包。作为片马镇片四

河村护林员之一的有哈，一把护林刀，一个小挎包，一片大约 900 亩的山林，从 2013

年至今 7年来无数次绕寻了中缅边界的 5个界桩。对于这份工作，从刚开始的保护区

管理局任命到后面由衷的热爱上这份工作，整个巡护队有七十多个人，六到七个人一

个小分队，每天都有小

分队上山巡护，有哈作

为这个巡护队的队长

不仅在他值日的时候

到上升巡护，其他时间

也会上山。这么多年的

巡护，让保护这片山林

的这个意念都深深的

刻在每个巡护员的脑

海里。

巡护时间在早上 8

点出发到傍晚6点后回

到家，因为保护区内雨

水多，路不太好走，路

途遥远而艰苦，所以出

发前需要做一些准备



工作。巡山是个力气活，要准备好充

足的食物来补充必须的热量；当然雨

具也是必不可少的，带上雨衣和雨

伞，能遮挡一些雨水；砍刀也是必需

品，巡护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些阻碍前

进的步伐的小树枝，如果没有办法绕

过就只能简单的进行清理；通讯设备

手机也是必带物品，可以和外界保持

联系，保证安全；除此之外，他还携

带了相机和笔记本，习惯性的记录途

中遇到的趣事和美丽的大自然风光。

护林员有规定，不能外来不明身

份的人员进入山林，保障森林的安

全。巡护路线从村子里的第二小组出

发，顺序经过 54 号、56 号、12 号、

11 号、10 号界碑，最后到腾冲的大

黑山国界线。巡护过程会将个人所见

所闻和每天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看到动植物用相机记录下来，在两年前他遇到过短

尾猴、蛇、雏鸡、康鸡、山猫等野生动物，因为当时没有相机就没能记录下来。看到

的当时盗猎砍伐严重，这些猎者为了避免被发现，通常都在夜间行动所以当时很长一

段时间在夜晚去巡山，到林里多就遇到不法分子盗伐后留下的木头，有时候会遇到偷

挖药材的人当场就对其做出批评教育

宣传，情节严重则罚款甚至依法刑拘。

有哈说虽然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自己

很喜欢这份工作，他认为自己做护林工

作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能够保护自然

环境，保护动植物免受不法份子的侵

害，自己在做的是有意的事情，巡护路

线都为无人区与同伴一起结伴同行，路

途中可以相互照应，并且不会感到孤

单，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并且热爱它。



高黎贡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开展物种观察、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的理想区

域，同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护林员有着丰富的森林巡护经验，熟悉当地情况和相关法

律法规，有能力承担生态旅游的向导工作。为了推动当地生态旅游，项目在片四河村

进行了生态旅游调研和讨论并邀请泸水市林业局、高黎贡山保护区管理局、中国生态

学会以及中央美院的专家实地考察片四河生态旅游路线。在此基础上与保护区管理局

合作，共同设计了高黎贡山生态旅游路线，包括滴水河观鸟、姚家坪自然步道、听命

湖徒步和片四河原始林区穿越四条路线。

片四河原始林区

穿越路线

此路线位于片四

河 村 天 然 公 益

林，在已有社区

巡护的基础上开

发，可分为短线、

长线和环线等多

条线路。路线全

长 8公里至 30公

里不等，所需时

间为一至两天，

最大海拔高差约

400 米。沿此路线

穿行于高黎贡山

原始森林间，可

观察到多种植物

和鸟类，但须由

当地专业向导带

领，以避免因迷

路或坠落导致意

外发生。

摄影：张枚



项目也支持片四河社区成立了生态旅游基金，并在怒江州扶贫攻坚项目的支持下

完成了接待户硬件设施升级，已具备旅游接待能力。村民也愿意积极参与生态旅游接

待，担任向导并遵守相关的管理规程。

片四河新村 摄影：陈丽娟

生态旅游接待户与客房设施 摄影：陈丽娟



社区种质库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片四河村是一个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的传统乡村，主要种植的作物有玉米、土豆、

蔬菜、核桃和中草药。由于片四河村位于高黎贡山西坡，即印度洋暖湿气流迎风坡且

海拔较高，造成了当地日照短且低温多雨的特殊气候条件，大部分外部引入的农作物

现代品种难以适应，因此当地仍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农家品种。然而我们在社区访谈中

发觉很少有村民意识到他们拥有的传统作物品种的价值，也没有对当地传统品种进行

统计描述和长久利用的想法，因此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片四河村传统农家品

种，项目于 2018 年在片四河村开展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社区种质库培训，与村民分

享传统农作物品种的价值和讨论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案，并通过社区动员、自由报名、

村民推荐评选、实地考察和候选者访谈等步骤，在片四河村招募了一名社区种质库管

理员且协助建立了一个面积为 2 亩的社区种质库。

社区种质库交流分享 摄影：张枚



片四河社区种质库负责人 摄影：张枚

入库种质资源铭牌 摄影：张枚



片四河社区种质库由村民自主管理运营且于 2019 年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完成了和

管理条例和惠益分享方案，免费向所有村民开放种质资源的入库登记、参观考察，向

村民介绍库中的品种并在初期免费向村民提供种子。



截至 2020 年底，种质库共收集入库 30 个传统农家品种，包括 6 种粮食作物、9

种中草药和 15 种蔬菜，对每一个品种进行了描述和制作设立铭牌，接待了村民访问

70 多人次，为 35 户农户提供了种苗和种植技术，其中有 8 户从种子库获得了雪山黄

玉米种子，有 13 户获得了魔芋种子，有 8 户获得了附子及种子，有 5 户获得鱼腥草

种苗并咨询种植技术，有 1 户获得了刺龙苞种苗并用于 2019 年林下种植示范。

经过 2 年多的运营和相关能力建设活动，村民们逐渐意识到当地传统品种的价值，

认可和接受了和社区种质库作为种子来源并愿意付费获得种子。在项目的推动下，

2019-2020 年片四河传统品种的种植面积保持在 300 亩左右，约占总耕地面积（480

亩）的 62.5%，同时 2020 年片四河社区种质库加入了农民种子网络，以加强与国内

其他社区种质库的交流分享，获取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加强农业生物多样性与传

统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片四河传统品种考察 摄影：张心成



片四河社区种质库部分登记的种质资源

编

号

名

称

品

种

株高或

长度
亩产 抗性 生长特征及用途

1

花

糯

玉

米

玉

米
1.5-2m

450-500

千克

高抗玉米

瘤黑粉

病、黑穗

病

生长势强、周期短、口感好、糯性强、易消化；每杆结一

苞或两苞，每个苞上的玉米粒颜色各异，呈现不同的色泽，

鲜玉米可榨汁，玉米粒带粘性；大部分作为人们的鲜食使

用，部分用来喂养牲畜

2

雪

山

黄

玉

米

玉

米

1.4-1.9
m

400-450

千克

抗玉米黑

穗病、抗

虫能力强

生长期长、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等；籽粒成熟后呈现珍

珠黄，颗粒小，颗粒坚硬，适应性强，不用依赖于化肥和

农药的呵护，每杆结一苞或两苞，劳作简单，生命力旺盛。

因根系发达，且生长期长，所以品质良好，口味极佳，营

养及其丰富

3

雪

山

白

玉

米

玉

米

1.8-2.1
m

450-500

千克

抗倒伏、

抗寒性

强、抗粒

腐病

生长周期短，75—80 天，是当地的经济作物，致富的好

产品。营养价值很高，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E，健脑健脾，

益肺宁心，增强记忆力，当地流传——多食雪山白玉米，

病症自动减少一说。株高较高于普通玉米，根系发达，保

水能力强，生长旺盛。每杆结一苞或两苞

4

大

白

芸

豆

白

芸

豆

2-4m
200-300

千克
抗寒性强

在片四河社区大白芸豆种植也是脱贫致富的一项重要产

业，颜色白色，颗粒大小差异也很大，在同一株上，会有

很大的不同，小的如黄豆般，而大白芸豆的籽粒比黄豆大

几倍，大白芸豆颗粒肥大，整齐、有光泽，在片四河社区，

由于当地水土好、无污染，所以品质甚好，色泽光亮，经

常用来做豆沙、豆粉。食法多样，白芸豆炖猪蹄、酸菜白

芸豆是当地的特色菜品。食法多样、蛋白质含量高、滋补

食疗佳品

5
四

颗

豆

四

季

豆

2-4m
200-300

千克
抗菌核病

种子多为四粒。茎半蔓生，成株茎为绿色。根系发达，苗

期根的生长速度快，在片四河社区寓意多，籽粒饱满寓意

幸福美满，四季豆中四枚籽粒寓意四季平安，当地的人有

外出办事或者务工时，亲人会为其在胸前佩戴四季豆，希

望平安归来。四季豆又称为营养豆，食法多样，但一定要

在烹饪时保证熟透，不然会中毒。根系发达食疗健脾、降

血压。

6
雪

山

薯

土

豆

0.3-0.7
m

1000-1350

千克

抗马铃薯

晚疫病

个头偏小，黄皮白心。在片四河社区多用来喂牲畜，薯皮

偏厚，产量低，花叶病。对环境适应性较强。片四河社区

是傈僳族聚居地，他们热情好客，在宾客到来之时，他们

会拿出自酿的洋芋酒，芳香四溢，韵味无穷，围坐在火坛

旁边，烤着自家的雪山薯，觥筹交错，品着洋芋酒，家常

之余便是欢乐之时，人民和睦，交际之中的佳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D%E7%B2%92


7
土

黄

瓜

黄

瓜
2-3m

2500-3000

千克

抗寒冷、

抗霜霉病

品种黄瓜由嫩绿变深绿色，再到浅绿泛白，圆柱状，三月

下旬播种，在田间地头散播或者单一品种种植，清热解毒、

健脑安神，花果期夏季。以种子繁殖方式繁殖。

8
聚

丝

瓜

丝

瓜
1-7m

1500-3000

千克

果实如蛇形，瓜条细长，攀援藤本作物，茎、枝、叶柄粗

糙，雌雄同株，花冠黄色，喜阳、喜湿，片四河湿度大，

年降水量高。粗细均匀、长的结实、抗坏血病、健脑美容。

适时插杆引蔓，苗期水分不宜过多，要注意及时排水。采

收期从播种开始 50-60 天。营养丰富，丝瓜汁是美容佳品。

花期夏季

9

白

粒

蚕

豆

蚕

豆
0.5-1m

200-300

千克

生长旺盛、固氮力强、既是闲食、又是补品豆科一年生草

本，9 月下旬播种，1 粒每穴，花期 3-4 月，果期 4-5 月，

既是粮食又是补品，茎干四棱形，荚果饱满，长 5-10 厘

米。耕田之前，先施用一次农家肥，做好排水措施，，

10
树

头

菜

刺

龙

苞

1-10m
1000-2000

千克

怒江野菜之王、食法多样、味美可口，施用农家肥，树下

定期除草，其嫩芽和嫩茎叶，低脂肪、低糖、多纤维、多

维生素，是无污染、纯绿色的保健木本山野菜，作为蔬菜

食用，不仅风味清香独特，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丰富

11
野

川

芎

川

芎

0.5-0.7
m

100-300

千克

根茎发达，形成不规则的结节状拳形团块，具浓烈香气。

需雨量充足、日照充足又较湿润、食疗作用

12
藕

芋

芭

蕉

芋

0.5-3m
1000-2500

千克
需昼夜温差大、花期：9-10 月。淀粉含量高、饲料

13
小

苤

菜

苤

菜

30-70c
m

1200-1700

千克

叶基生，有九片左右，宽条带状，根肉质肥壮、根粗呈肉

质柱状，有韭菜味。防便秘、辛香味浓、腌制味更佳

14
五

附

子

附

子

0.4-1.1
m

200-400

千克

生长势强、不宜与很多草药同用、炮制不当或剂量过大以

及煎煮时间不够，均可引起中毒反应，补火助阳

15

片

四

河

魔

芋

魔

芋

0.5-0.9
m

1000-2500

千克

传统老品种，草本植物，生长势强、片四河社区日照较少，

雨量丰富，湿度较大，是魔芋栽培的最适宜区。地下有球

茎，一株只长一叶，营养价值高、抗癌防癌

16
蛇

饭

半

夏

50-90c
m

100-150

千克

需求生长环境湿润肥沃、保水较强、镇咳祛痰施，用农家

肥，平时除草，燥湿化痰，利胃止呕。古老传说，大多野

生半夏生长在蛇窝旁，因此叫蛇饭，块茎圆球形



林下种植与保护地友好认证

在退耕还林项目的支持下，片四河村种植了 1600 余亩的核桃林，目前树龄大都

在 10 年以上。由于当地核桃林的种植密度不高，林下土地资源丰富，因此片四河村及

当地政府曾尝试推广过多个林下种植项目，但均未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核桃树会分泌

一种名为胡桃醌的毒素，对林下多种作物产生很强的抑制效应，使其无法正常生长。

同时原初引进的核桃品种也不完全适应当地低温多雨的气候条件，导致其核桃的产量

和品质均不佳，村民从核桃获得的收入有限，因此不少村民计划砍掉核桃树转而种植

其他经济作物。但另一方面，片四河村现有的核桃树多种于陡坡，其深广的根系能保

持水土，此外高大连片的树冠也为多种鸟类提供了庇护场所，如大量砍伐核桃树必然

会在短期内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鸟类多样性的下降。

为探索解决这一矛盾，项目于 2018 年在片四河村组织开展了林下种植培训讨论

会，在分享借鉴国内外核桃林下种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村民共同讨论核桃林下种

片四河村核桃林 摄影：李青曼



植的候选作物和实验方案，最终确定了 16 种当地传统品种作为核桃林下种植作物，并

通过自由报名和实地考察访谈招募了 4 名负责林下种植试验示范的村民。2019 年片四

河村实施了林下种植试验示范，16 种候选作物种包括半夏、蒲公英、龙胆草、黄莲、

三七、白芨、鱼腥草等 7 种中草药，青椒、苦菜、魔芋、豌豆、丝瓜、芭蕉芋、白芸

豆等 7 种菜豆，以及刺龙苞和花椒两种灌木，每个作物的试验面积为 0.5 亩，总计为

8 亩，林下种植按片四河的常规农事进行管理，仅使用农家肥且完全不使用农药。

2019 年的试验示范结果显示 16 种候选作物中，仅青椒、苦菜、魔芋、豌豆和白

芸豆等 5 种林下作物表现良好，其中以魔芋表现最佳，成活率为 96%且在不使用农药

的情况下未发生病虫害，亩均收益可达 1500 元。林下种植示范地向所有村民开放，

2019 年 11 月项目向村民和片马镇政府分享了林下种植的结果。受此影响，2020 年

片四河村共有 26 户农户开展林下种植，其中 23 户选择了种植魔芋，此外片马镇政府

也支持推广核桃林下种植魔芋，在片马镇发展了 500 亩核桃林下魔芋种植。

核桃林下种植白芸豆 摄影：李青曼



片四河村林下种植各组和经济效益评价

林下作

物品种

成本 效益 病虫害

五点调查法种 苗 费

（元）

肥料 农药 产量

（千克）

单价

（元/千克）

亩均收入（元）

青椒 50.00 羊粪 无 210 3.00 630 未发现

苦菜 60.00 羊粪 无 40 6.00 240.00 未发现

魔芋 180.00 羊粪 无 800 2.4 1920.00 未发现

豌豆 120.00 羊粪 无 100 6.00 600.00 未发现

白芸豆 20.00 羊粪 无 15 10.00 150．00 未发现

除林下种植外，项目也积极推动片四河村开展保护地友好产品的认证工作。保护

地友好产品是由全球保护地友好体系于 2016 年发起的计划，致力于支持保护地及周

边的友好生产，建立严格的产品品质控制体系，搭建销售平台，在实现保护目标的同

时，为消费者生产值得信赖的、自然健康的农副产品，并为保护地提供可持续的保护

资金。

保护地友好产品报名和宣讲会 摄影：李青曼



2019 年项目在片四河组织了村民会并介绍了保护地友好产品的理念、方法、申报

流程和益处，经过村民提议和讨论，确定以核桃申请保护地友好产品，并登记了 30

多户报名参加的村民。同年项目完成了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保护地友好产品申请文件，

按要求送检了两批核桃产品并提交了申请文件。但由于 2019-2020 年持续多雨导致核

桃减产和品质不佳，加上 2020 年片四河村推进核桃提质增效项目，对老树进行嫁接

更换品种，因此目前尚未成功通过保护地友好产品认证，片四河村将继续续申报保护

地友好产品和其他农产品认证，以提升农产品效益增加村民收入。

片四河核桃 摄影：张枚



社区农业化学品管理

种植业是片四河村的主要生计之一，当地村民在农业生产中常使用的各种农业化

学品是当地的主要污染源，农业化学品的合理使用和减量也成为项目努力推动的目标

之一。对片四河村的农业化学品使用基线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很少使用农膜，没有塑

料大棚和塑料管灌溉系统但部分农户会购买和使用黑色遮荫网；片四河村仅在春耕集

中使用一次化肥且会重复利用化肥袋，农药使用期为每年 4 月至 10 月但村民不清楚

使用的种类和用量，因此片四河村使用的农业化学品及其产生的环境垃圾主要包括农

药、化肥和废弃农药包装。

考虑到片四河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生产社区，几乎没有村民曾记录他们所使用的农

业化学品且不愿意投入额外成本和时间来开展他们不认为有直接收益的活动，因此项

目引入了一个简便易行且几乎无成本的社区农业化学品管理方法，具体步骤为：1）以

村小组为单位开展农业化学品管理，每个组招募一名负责人，2）春耕时集中统计化肥

的用量和种类，3）在每个组村民最方便或最常经过的地点设立农药包装收集桶，要求

每个村民必须将农药废弃包装丢弃到回收桶中，4）负责人每月收集和记录一次农药废

弃包装，即可计算社区当月使用的农药种类和数量，同时也集中处理了农药废弃包装，

5）由于农药的化学成分、毒性和残留性的差异非常大，因此项目除了计算农药使用量

外，也设计了社区农药指数来评价所使用农药的有害程度，其计算方式为∑农药数量×

百分含量×毒性指数×残留系数，即农药减量（指数下降）目的在于提供更安全的食品

和减少对环境污染，因此不仅仅能通过减少用量实现，也能够通过使用低毒低残留农

药替代高度高残留农药实现。

2018 年底，项目首先在社区开展了一次废弃农药包装集中清理和记录，清除了残

留于田间的废弃包装。在发现有农户使用国家禁用农药百草枯后，项目于 2019 年初

进行了专题培训宣讲，重点介绍了国家禁用农药和百草枯的毒害，农户认可并承诺不

再使用国家禁用农药。



农业化学品管理负责人招募 摄影：张心成

zhang'xin'cheng

农药分类收集桶 摄影：王中才

zhang'xin'cheng



收集到的农药包装 摄影：胡兴南

农业化学品使用记录 摄影：王中才

hang'xin'cheng



2019 年片四河农业化学品管理的统计结果显示，全村全年共使用化肥 21.04 吨，

亩均使用 43.8 公斤，共使用农药 224.57 公斤（有效成分折纯 57.5 公斤），全年农药

指数为 5377.8，其中除草剂占比均超 90%，可见片四河村农药减量的关键在于减少除

草剂的使用。2019 年底项目组织了农业化学品减量讨论会议，向村民分享了农业化学

品管理成果并讨论减量方案。

2020 年项目配合人居环境提升项目并支持村民通过村规民约减少农药使用和互

相监督。人居环境提升项目由当地政府支持开展，如农户能遵守村规民约，如不使用

农药、不乱扔垃圾或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即可获得积分和经济奖励。通过人居环境项目

和村规民约的执行，2020 年片四河村一组和四组全年未使用农药，二组仅在 8 月录有

甲维氟酰胺使用，三组仅在 6 月录有敌草快和莠去津使用，全村全年农药使用量 11.3

公斤（有效成分折纯 2.9 公斤），农药指数为 274.3。相对于 2019 年，2020 年的农

药使用量和农药指数均下降约 95%，并计划于 2021 年实现农药使用清零。

农业化学品减量会议 摄影：闻涛

hang'xin'cheng



此外，项目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底分别开展了两次农业化学品问卷调查，问卷覆

盖了全村 118 户农户并在每个村招募一名村民负责开展，以了解村民使用管理农业化

学品的情况并比较社区农业化学品管理开展前后村民知识水平和意识行为的变化。

农业化学品问卷调查

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

显示，片四河村民农业

化学品管理的意识和

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

化，例如 2018 年所有

受访者均表示不了解

农药标签，但 2019 年

约有 50%的受访者表示

能够读懂标签也了解

其意义，同时另外 50%

受访者仍不能读懂的

原因是不认识字。此外

2018 年大部分受访者

表示会将废弃包装焚

烧处理，但 2019 年所

有受访者均表示会集

中丢弃到收集桶中。

摄影：胡兴南



参与式能力建设与社区保护地注册

社区保护地（ICCA）是指：“包括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

通过习惯法或其他有效途径，由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自愿保护的自然的或人工改进的生

态系统“。社区保护地已被国际社会认可是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备以下特征：

1）当地社区与社区保护地之间有着深刻和紧密的联系 ，这种关系根植在历史、社会

和文化认同、精神或当地人物质或非物质的福祉中，而正是因为有相关性，社区才会

自愿去保护这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2）原住民和社区通过一套有效的治理制度对社区

保护地做决策并实施相应的规则，比如是否认为自己是社区保护地，需要去注册并且

被认可吗，应该采用什么规则进行管理且如何实施，3）治理决策和管理措施对保护（生

态系统、栖息地、物种和自然资源）及社区福祉有积极贡献 。

为了提升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保护意识和能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采

用了参与式能力建设方法并以片四河为示范点推动建立高黎贡社区保护地，支持成立

社区团队并积极引导村民参与项目活动和决策并为社区提供培训、指导、外部联络、

咨询建议等服务。项目实施期间共开展了两次集中培训，主题包括高黎贡山生物多样

性、社区巡护、社区保护地、社区种质库、农业化学品管理、林下种植、保护地友好

社区保护地全球注册网址 https://www.iccaregistry.org/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A0%E6%83%AF%E6%B3%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4%BD%8F%E6%B0%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B3%BB%E7%BB%9F


产品、生态旅游等，村民共 238 人次参加了培训，覆盖全村 118 户农户。项目主要活

动的实施方案，例如林下种植选择的作物组合、生态旅游路线、保护地友好产品申报

品种、农业化学品管理实施和农药减量行动、社区种质库规划和惠益分享方案、村规

民约、会议和讨论等也均由项目和村民共同讨论决定，各项活动负责人的招募也通过

宣讲、自由报名、村民推荐、实地访谈等系列公开透明的程序完成。同时项目在实施

中也特别注意性别平等和引导女性参与项目活动和决策，在社区团队和主要活动负责

人中男性和女性约各占 50%。这些培训和项目活动不仅提升了社区村民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和项目参与感。

2019 年在泸水林业局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建议下，项目将社区保护地

复制推广至浪坝村和洛玛村，并联合片四河村共同注册成为高黎贡社区保护地。经过

相关培训和村民会讨论，三个村均同意注册成为社区保护地并签署了事先知情同意书，

协助项目完成了社区保护地问卷和案例研究并提交 ICCA 注册。

项目启动会 摄影：欧阳富



片四河社区保护地村规民约
与高黎贡社区保护地
通过村民大会讨论，片四河

村民自主设立了村规民约并

相互监督和敦促村民守约。

村规民约共有 12 条，涉及环

保、社区巡护、垃圾处理、

农药化肥使用、禁止捕猎和

砍树木等等。2020 年片四河

村与浪坝村和洛玛村共同完

成了社区保护地的登记注

册 ， 已 可 在 官 方 网 站

https://www.iccaregistr

y.org/en/explore/China/

gaoligong-community-pro

tected-area 上查询到相关

的登记信息。目前高黎贡社

区保护地正计划与泸水林

业局和高黎贡山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合作，进一步在保

护区周边的社区开展培训

和复制推广保护行动，旨在

将更多社区纳入社区保护

地，已更好的推动高黎贡山

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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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创益生态保护研究院

昆明创益生态保护研究院是一家民政注册的环保组织，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社区可持续发展、流域水体污染治理和科普宣传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