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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绿驼铃工作总结报告 

 

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实践，党和国家在执政中对环境保护和环

境治理空前重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形式下，我国的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社会利

益格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环保民间组织在开展环境宣传教育、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也日益得到政府、企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这些都为绿驼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7 年，

绿驼铃不断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努力提升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立足社区与基层的环境问题，开展各类环境

保护工作。以下，将绿驼铃 2017 年组织发展状况及各项目工作总结如下。 

一、组织发展状况 

（一）组织能力建设 

2017 年，绿驼铃有三名工作人员，在人员结构上保持稳定，小而精的团队也发挥了灵活高效的优势。

今年我们派出 7 人/次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参加了在全国各地组织召开的各类培训及研讨会，内容涉及法律能

力提升、项目策划与管理、公众参与污染防治、快速反应等议题。除此之外，绿驼铃工作人员也积极学习

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为科学开展社区环境保护工作奠定理论基础，有两名工作人员参加了 2017 年全国社

会工作者统一资格考试，其中一人顺利通过社会工作中级考试，取得中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 

（二）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7 年，有 7 家组织、高校、企业的代表 16 人来访绿驼铃办公室，与工作人员交流环境保护工作或参

与绿驼铃的项目考察和项目合作。 

通过绿驼铃前期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影响力，有关政府和企业也了解到绿驼铃在甘肃环境领域中所产

生的价值，与绿驼铃开展了进一步的沟通与合作。如绿驼铃曾参与 UNDP-GEF 利用生态方法保护洮河流域

生物多样性项目的咨询与经验交流工作，得到了相关领导的认可与重视，今年甘肃省林业厅外资项目办公

室再次邀请绿驼铃工作人员作为项目利益相关方参与第六期 UNDP-GEF 中国保护地改革甘肃子项目的相关

会议，参与重点内容设计和讨论。 

今年，先后有达能公司、欧莱雅中国、甘肃工交投资公司与绿驼铃开展项目交流与合作。如 2017 年 8

月，绿驼铃为来自陕甘宁地区的 50 多名达能志愿者在兰州开展趣味环保公益活动，通过环保公益的形式在

企业内部传递公益精神，提升员工凝聚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绿驼铃和达能志愿者组织黄河环保行动 

同时，绿驼铃也与省/国内外的环保组织、志愿者、基金会开展多次合作交流。如 2 月，绿驼铃与青海

雪联高原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开展湟水河青海段-兰州段联合考察活动，为湟水河进行健康体检；6 月，加拿

大大使一行到访甘肃，绿驼铃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地区环保组织发展状况及绿驼铃执行的加拿大基金资

助的项目情况；7 至 8 月，绿驼铃也接待了来自英国、美国的五名国际志愿者在玛曲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

体验生态旅游的游客开展环境教育工作。 

二、绿驼铃项目工作 

（一）甘肃省水资源保护项目 

近年来，伴随着环境污染事件的曝光，政府也从立法、执法、监督等环节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

如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强化地

方责任，突出饮用水安全保障，完善排污许可与总量控制、区域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等制度，加严水污染

防治措施，加大对超标、超总量排放等的处罚力度。对此，在结合以往绿驼铃水源地保护工作的基础上，

2017 年绿驼铃也强化了法律赋权的工作目标，通过培训、研讨会、法律手段实践等工作手法提升工作人员

用法律来维护水资源安全的工作能力。2017 年我们依旧关注甘肃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开展了水源地调研、

河流健康调查、水源地保护座谈会、水源地自然体验活动、水源地普法宣传活动等，通过各种形式倡导公

众、政府进一步关注水源地安全问题，完善水源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保护措施，强化公众参与水源地保



护监督的渠道，共同保护我们的生命线。 

 

麻家寺村水源地法律宣讲活动 

今年我们持续关注兰州水源地一级保护区柴家台村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由于兰州市北滨河路西延线项

目经过水源地保护区，带来了一系列的开发、征地、拆迁、补偿等问题，绿驼铃也尝试通过村民访谈、观

察、政府访谈等方式关注水源地保护与城市发展规划的议题研究，目前还在进一步完善调研中。与此同时，

我们也邀请法律工作者在社区开展水源地普法宣传讲座活动及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帮助村民解决出现的法

律问题和解答政策疑惑等。这样的社区普法宣传活动受到村民的欢迎，我们也在榆中县麻家寺村开展了相

似的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普通百姓的水源保护意识和能力。 

2017 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绿驼铃与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兰州新绿环境研究所共同在太子山自然保护

区开展了一期水源地保护研讨会，邀请了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当地村民、临夏州在地环保组织、大学生

社团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座谈，参观了解了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及水源地保护措施，也邀请了当地村



民分享保护故事等。太子山保护区的保护案例也深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 

 

太子山法律研讨会活动 

在水源地公众宣传教育活动中，我们也开发了水源地自然体验活动，受到参与者的好评。2017 年 10 月，

绿驼铃组织公众志愿者走进二龙山自然保护区，感受深秋静美、溪水潺潺的美丽景观，同时也不忘开展水

质健康检查、清理游客垃圾的活动，通过体验自然保护区的美丽而深刻反思如何保护水源地不受到污染。 

此外，绿驼铃还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兰州新绿环境研究所的律师共同合作，不定期

的对省内的社会组织、公益团体、志愿者等开展法律讲座及工作坊等。目前已开展 4 场，共有 40 人次参与

学习。 

（二）黄土高原环境健康项目 

黄土高原环境健康项目启动于 2015 年，项目点位于天水市武山县马力镇暖水村、榜沙村。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 月项目受到加拿大基金的资助，在暖水村开展了以妇女为主的黄土高原可持续垃圾管理系列

能力建设项目。项目内容包括妇女管理小组讨论、宣传海报和培训教材的开发、参与式农村垃圾管理培训、

医疗废弃物村医培训、妇女社会性别意识培训、赴陕西参观学习及归来后的分享活动、农资经销商环保培

训等。希望以妇女及妇女管理小组为依托，以社区垃圾处理为主题，通过系列能力建设活动及部分硬件设

施的投入，提高当地村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的能力，改善环境状况及村民健康状况。该项目尤其得到

了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朱怡良教授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毛国瑞博士的专业技术支持。 



 

2017 年暖水村新春文化会 

2017 年初，项目大部分活动内容已按照计划实施完成。1 月，绿驼铃组织前往陕西参观的代表向其他

村民分享参观所学及参观感受，参会代表积极踊跃发言，对改变家乡环境面貌也充满了信心和动力。2 月，

绿驼铃在社区开展团拜活动，为村民带去新春问候和一场精彩丰富的新春文化会活动，有 50 多名村民积极

参与。活动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也增强了社区与绿驼铃间的信任。另外，文化会结束后绿驼铃在

马力镇组织开展农资经销商环保培训，向参会的农资经销商和农户介绍了农药化肥的销售注意事项、国家

农资政策等。同时培训也针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问题，引导培训参与者进行深入的讨

论，最后大家对如何建立农药化肥包装的回收制度进行了积极的讨论。3 月，绿驼铃邀请外部专家对项目开

展评估，完成项目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结论显示，项目较好的完成了所设计的内容，在社区有较高的参与

度和认同度，培训内容和方法也都通俗易懂，贴近村民生活。项目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村民的环境意

识得到明显提升。 

随着项目在暖水村的不断深入开展，当地村民与绿驼铃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和信任关系，同时他们也

期待有更多的项目和资源持续投入，帮助他们共同改变村庄面貌。因此，在本期项目结束后，绿驼铃也积

极的开展筹款活动，先后两次与香港乐施会兰州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前往暖水村开展更为详细深入的需求评

估活动，并持续接洽项目合作事宜。除了与相关基金会申请合作外，绿驼铃也积极与暖水村对口扶贫单位

——甘肃工交投资公司取得联系，商议共同开展项目活动。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后，在暖水村及周边社区的新一期黄土高原环境治理项目于 2017 年秋天启动。

新一期项目在之前基础上，聚焦于建立暖水村农药化肥数据库，并试点将农药瓶、化肥袋等危险废弃物纳

入农村回收体系。2017 年底前，绿驼铃已完成了村农药化肥数据库模板的设计，并开始在暖水村收集数据。

另一方面，绿驼铃也同暖水村所在马力镇的农资经销商建立了长期联系，他们将作为重要的合作方参与后

续的农药化肥废弃物回收工作。 

 

农资经销商环保培训 

2017 年最后一个月，绿驼铃也完成了对暖水村妇女小组和村社区文化活动需求的调查。除推动社区垃

圾管理和环境治理工作之外，2018 年绿驼铃将结合社区的需求和兴趣，持续组织社区成员，尤其是社区妇

女，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从精神面貌和文娱生活方面推动乡村的振兴。 

我们希望在政府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在精准扶贫单位的对口帮助下，在社会组织的持续动员下，暖水

村的村民们也积极参与行动起来，共同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良性互动，将暖水打造成宜居

宜游的世外桃源。 

（三）玛曲草原保护项目 

2005 年起，绿驼铃开始关注玛曲草原的生态环境，组织大学生进行生态考察，开发环境教育乡土教材，

在当地中小学和社区开展环境宣传教育。2010 年起，绿驼铃在位于玛曲县阿万仓乡道尔加村的卡尔西社区

开展了以社区为本、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推动了社区的自然资源共管，收集相



关牧区传统文化环保故事，编印制作了《平淡的守护——玛曲生态文化知识共赏》，协助成立了社区环保

小组和生态牧业合作社，提升了社区居民，尤其是妇女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2015 年起，

在美国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MBA 系的支持下，经过全面的社区评估和市场分析，我们为卡尔

西社区量身定制了体验式生态旅游方案作为社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案，以减少由于牛羊数目增长而带来

的草场过载和草原生态环境破坏。2017 年，绿驼铃仍在玛曲坚守着，继续推动玛曲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 2017 年春末夏初的旅游旺季来临之前，绿驼铃来到卡尔西社区，组织了全体社区成员会议。会议持

续了一整天，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才结束。虽然在会议期间有矛盾和争论，但最终社区成员仍达成了一

系列的发展共识。社区成员和绿驼铃一致决定继续在卡尔西社区发展生态旅游，在增加牧民经济收入的同

时，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卡尔西社区和绿驼铃正式签署了保护协议。协议中规定：社区每获得六千元旅游

收入，就将减少一只饲养的牦牛，或每获得一千元旅游收入减少一头饲养的羊，直到社区草场的牛羊数量

和草场的承载力相一致。以此来减轻过度放牧对草场的破坏，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平衡。针对生态旅游接待

点的能源需求，经过讨论社区成员决定仍将使用清洁能源太阳能为接待点供电，拒绝使用燃油发电机。社

区会议上再次明确了要保证旅游接待不得破坏草场的原则。接待点将建造可移除厕所和垃圾桶，并合理处

理生活垃圾。接待点搭建的帐篷不得使用水泥，旅游季结束后可完全恢复为草场。 

 

组织游客参与生态旅游活动 

2017 年 7 至 8 月，绿驼铃通过和旅行社、户外运动俱乐部、亲子教育机构合作，并在 Airbnb 爱彼迎及

一系列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一共组织了 9 批次生态游活动，共计 153 名游客前往卡尔西体验生态旅游。

卡尔西社区通过生态旅游年增加收入约为 2 万元。 

通过经营生态旅游和其他活动，卡尔西社区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强。社区成员也通过各种冲突、沟通、



磨合，最终逐步实现社区内部的自我治理，并初步建立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合作机制。旅游接待的各项活动

既有社区协力共同完成的，如搭建帐篷；也有成员根据各自的特长和兴趣分工完成的，如生态导游、做饭、

开车、教骑马等。 与此同时，社区认识到保护好草原生态环境，不仅可以为牧民世世代代的放牧提供持续

的根本支持，同时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可以作为无价的资源带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而就在一年前，卡尔

西的草场曾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当时，一家修建公路的施工公司来到社区，希望买下社区中的一座山，

用于开山取石。该公司给的报价是七万元。而七万元是一些家庭全部牛羊的价值，对于家庭年收入仅有 2-3

万的牧民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面对这样的诱惑，很难不心动。但是最终社区还是拒绝了七万元卖山的买

卖，因为牧民们有信仰——山是神山，是有神灵居住着的。同时也更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然环境本身的

价值远大于七万元。 

参加生态旅游的游客有四、五岁的儿童，有退休的老人，也有其他不同职业背景的中青年公众。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在 2017 年的夏天在玛曲见到了最美的草原，体验到了骑马、放牧、捡牛粪、挤奶、做酥油

等原生态的牧民生活，认识了草原上的野花、野草和野生动物，也经历了草原运动会、观星空、跳锅庄舞

等不一样的生活。 

 

对样方内植被信息进行基线调查 

除了组织生态旅游活动，为了科学的了解草原的生态环境变化，绿驼铃在草原上还开展了生态监测和

湿地监测。我们记录了 2010 年、2014 年和 2017 年三年的社区牛羊数量，为社区绘制了 GPS 地图，核算出

社区的面积，由此计算出社区载畜量的变化，寻找载畜量和草场质量之间的关系。绿驼铃在社区建立了小

型气象站，既引导游客和学生参与自然教育的实践活动，又鼓励社区居民开展长期的以市民科学为基础的



环境监测。绿驼铃记录社区范围内观察到的近五十种野花和野生动物，并制作了野花标本。2017 年，绿驼

铃还在社区的冬季和夏季牧场中各建了一个 5m*5m 的样方，进行样方内物种分布的基线调查，同时长期观

察草场的变化情况。 

以上工作都是由绿驼铃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社区成员共同完成的。2017 年的玛曲项目团队是一支国际

化的志愿者团队，包括绿驼铃的工作人员和七名来自国内外的志愿者。他们中有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生、

有在美国学习中国环境问题的大学生、有出生在中国现在英国读书的华裔、有来自南半球智利的社会学研

究生、还有一名来自上海的高中生。暑假结束后，这些志愿者陆续回到学校或工作岗位，但他们仍关注着

玛曲的环境保护，通过各自的方式支持绿驼铃的工作。比如，上海的高中生赵天成联系了他所在学校的年

度慈善音乐会，为绿驼铃玛曲项目筹集到一万五千元捐款。 

（三）寻找正在消失的中国大鲵项目 

中国大鲵是我国的特有物种，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急待各种保育行动。大鲵也是指示白龙江和

其他淡水河流系统健康状况的“旗舰”物种。历史上，中国大鲵曾在甘肃省白龙江广泛分布，但今天大鲵

种群正面临着栖息地缩小、水污染、人类干扰等各种威胁，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因此，有关中国大鲵的保

育工作将对物种栖息地恢复，生物多样性，淡水水源和当地人们的生计有着重要的意义。绿驼铃于 2017 年

启动了寻找正在消失的中国大鲵项目，通过在白龙江流域对中国大鲵进行实地考察和公众教育，推动社区

为本的物种保育和公众保护意识提升，并设计出保护大鲵、恢复生态系统的可行性方案。 

 

进行大鲵保护情况社区调查 

2017 年夏，绿驼铃招募组建了大鲵项目团队，并在相关机构的指导下，开发了关于中国大鲵分布和保



护情况的农户调查、养殖场调查、政府部门访谈的问卷表格。 

2017 年秋，绿驼铃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甘肃省文县白龙江流域的碧口、中庙、范坝三镇开展大鲵保护

现状的调查，完成了对大鲵生境和养殖场的实地考察，以及对大鲵历史分布区域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我

们了解到近 10 年来在该地区几乎没人看到野生大鲵。受访者最近一次见到野生大鲵是在 2008 年。虽然受

访居民均表示近些年未见过野生大鲵，但通过某大鲵养殖场经营者了解到，他们自 2008 年建立以来先后在

附近区域收购了 11-12 条野生成年大鲵。这方面可以确定该区域内仍然有少量的野生大鲵分布。造成中国大

鲵数量急剧减少的原因包括非法挖金致使水体污染、人为捕捞、自然灾害、工程建设等。比如，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在白龙江流域兴起的非法挖金，会使用氰化钠等有毒化学物质洗金。洗金后，含有有毒污染物和

矿物质、呈乳白色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水中。水体污染后，原本有大鲵和鱼类的河流中再无任何水生生物。

近些年在严格环境执法后，非法采金已得到遏制，河流逐渐又恢复了清澈，河流中能看到一些小鱼了，但

一些河流的底泥中仍有污染物质残留，曾污染的河流中一直未发现过野生大鲵。 

 

调查养殖场内饲养大鲵 

由于天气转冷野生大鲵已进入休眠，原计划的大鲵种群野外调查计划将推迟到 2018 年气温变暖后再进

行。中国大鲵作为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指示性物种，其保护工作也离不开水生态环境的保护。今后，绿驼铃

在继续开展中国大鲵野外调查和社区调查的同时，也将推动大鲵分布区域的社区环境治理和环境宣传。我

们计划培训和鼓励村民监测河流水质，减少社区污染物直接排入河流中。同时，在社区中开展宣传教育，

增强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致谢 

绿驼铃这一年的成绩离不开各政府单位、环保机构及志愿者们的批评、指导与帮助，在此诚挚的表达

绿驼铃的感谢。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绿驼铃今天的一点成绩，才有了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才有了

西部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 

在此特别感谢以下单位及个人。 

 

单位和个人： 

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外事办  甘肃省环保厅  兰州市环保局  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 

甘肃崇业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  兰州晚报 《新西部》杂志社 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太平洋环境组织  全球护水者联盟  加拿大基金  美国驻华使馆  国家地理空气与水保护基金 

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  达能公司西北地区经销商  上海市西中学  乐施会兰州办公室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中心  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  玛曲更盼环保联盟 兰州新绿环境保护研究所 

青海省雪联青藏高原自然保护中心  兰州理工大学环境保护协会  康乐县陇人青年志愿者协会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RIFA 项目  伦敦动物学会  兰州市七里河区阿甘河人文历史馆 

甘肃太子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兰州麻家寺村村委会  兰州柴家台村村委会 

武山县马力镇镇政府  甘肃省工交投资公司  武山县马力镇暖水村村委会   

玛曲县阿万仓镇镇政府  甘肃优游户外运动俱乐部  温州风子户外运动俱乐部  “脚丫儿”自然教育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朱怡良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毛国瑞博士 

 

志愿者： 

Chloe Zhu  Connor Trapp  Kelsey Ranjbar  Lyssa Freese  Sylvia Cifuentes  董喜霞  范新 

交巴东知  李婷 马存俊  马健  宁佐梅  彭维国  桑木智   孙文超  陶艾  陶安丽  

王凤军  王鹏  吴佩珍  刑新 张凯  赵天成  郑波                                                    

本报告英文版由以下志愿者翻译和校对：刘仪、唐钰淇、陈伊潇、Maggie Milne 

 

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 

     2018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