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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本手册

关于本手册

1

1.1 引言
没有那种认知的方法比另一种更优越，而相互结合能比单一的方法要好。我们的长者
教导说，男人和女人必须达成平衡才能带来和谐，而和谐孕育理解。能将男人和女人
结合的，是心灵的智慧。
Larry Merculieff
原住民与白令海:
边缘知识与智慧的万年遗产
社区监测是复杂的研究领域，正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
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部分。它通常被用来验证传统研
究方法得出的结果。通过社区监测，研究人员能利用
可获得的最好的知识，无论是学院的、本土的、传统
的还是当地的，在“西方的”科学基础上构建新的知
识。这种整体性的方法提高了我们对生态系统及其与
人类社会相互关联的认识。
社区监测手册的目标是在北极当前及未来的研究项
目，提高基于社区的观察的作用。社区监测活动的主
要原则，如包容性、对知识拥有者权益的尊重和认
可，在不同的学科和地理区域中都是一样的。因此，
本手册可应用于更广泛的监测活动，以及北极之外的
区域。
本手册中呈现的观点和建议，主要来自八个社区监测
项目的共同经验，这些项目位于北美、北欧、俄罗斯
和澳大利亚。这些项目的领导人同意接受采访，慷慨
地分享他们对于挑战和成功的想法。受访项目经过仔
细挑选，代表了社区监测项目在文化上和方法上的多
样性。相关文献和作者本人的经验也融进手册里。在
分析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提出开展社区监测的建议。
本手册对社区监测进行了广泛的评估，虽然没有包括

Carsten Egevang/ARC-PIC.com

社区监测的所有方面。我们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区监
测项目，强调每个项目中最好和最成功的实践。本手
册也可用做指导框架，为特定的社区监测项目提供指
导。
本手册的读者包括科学家、学生、北极的社区居民和
政府官员。社区监测的成功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获
得北极和其它区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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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册导航
本手册包括六部分。内容的组织方式是为了便于迅速查找、满足特定的需求。按顺序阅读所有内容是有帮助的，但
也不必全部阅读。可能有许多读者对本手册的内容感兴趣，比如计划开展社区监测的新手、希望改进社区监测实践
的资深科学家和当地居民、资源管理机构，但各部分的内容对各类读者的价值各不相同。为便于查找，各部分内容
总结如下。
本手册并不是菜谱式的操作指南。要开发和实施成功的社区监测项目，除本手册外，读者还需要参考其它许多资
源。有用资源的列表见第6部分。

第1部分：关于本手册
这部分概述了撰写本手册的政治和科学背景。一般的读者可能对这部分的简要内容感兴趣。具体来说，这部分论述了：
•

社区监测的主要发展历程

•

开发本手册的过程

•

该项工作如何启动的

•

社区监测如何与北极广泛的研究活动相关联

•

认可不同类型的知识及其在社区监测中的角色的重要性

第2部分：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
这部分的目标读者是正在开发或考虑开发社区监测项目的工作者。这部分总结了术语、方法和决策过程：
•

选择社区监测类型和方法的决策树工具

•

选择社区监测的方法

•

通常被认为是社区监测的活动

•

不同类型的社区监测与相应方法的关系

•

社区监测类型和方法的分类和评估

第3部分：社区监测项目综述
这部分总结了八个不同类型的社区监测项目。各个项目的领导人接受了采访，回答一组问题。任何想了解现有社区监测项
目的人均可以阅读这部分。社区监测的实践者可以从中到其它人的经验。论述的主题包括：
•

社区监测在每个特定项目中的用途

•

地理、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及其对社区监测项目产出的影响

•

经验——成就和改善的机会

第4部分：对开展社区监测的建议
这部分对社区监测的新手特别重要。可操作的建议包括：
•

总结了从受访项目中得到的建议

•

社区监测的规划、执行和报告阶段

第5部分：结论
决策者、自然资源管理者、资助方、教育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团体受邀对本书提出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这部分着重强
调：
•

本手册呈现的重要观点

•

社区监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第6部分：资源
关于社区监测的其它资源的列表，包括专著、论文和网站链接。

关于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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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背景
本 手 册 受 北 极 理 事 会 1下 属 的 北 极 动 植 物 保 护 组 织
（CAFF）的环北极生物多样性监测项目（CBMP）委托
创作。CBMP是协同工作的科学家和当地资源使用者的
国际网络，致力于提高探测、认识、报告和应对北极
生物多样性的显著变化的能力。北极生态系统广阔而
复杂，为促进更好的保护和适应性行动，各方努力协
调一致尤为关键。为北极当地社区提供信息，协助他
们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是CBMP的重点。
在CBMP发展的早期，社区监测就是卓越的组成部
分，备受重视。为促进对社区监测方法的使用和认
可，CBMP认为开发培训手册是关键步骤。手册将集
中讨论特定的社区监测方法，也强调各种类型的成功
社区监测项目，从民间科学家到使用当地传统知识
追踪北极生物资源的变化。手册的目标是改善当前的
社区监测项目，并指导开创新的项目。为便于讨论北
极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社区监测的最佳实践，鼓励社区
监测项目的开展，CAFF制作了两份白皮书：《社区
监测——讨论稿》（Fleener et al, 2004)和《在北
极生物多样监测中协助和促进社区监测方法的策略》
（Huntington，2008）。后者还建议制作社区监测的
培训手册。本手册的开发就是为了回应以上建议。
此外，本手册的制作可能会激励社区监测实践者形成
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分享经验，在社区监测的未来
发展中进行合作。

Maria Gavrilo

1

北极理事会是高层国际论坛，为北极人民和政府提供讨论共同的
关注和挑战的议事机制。它的成员有八个北极国家（成员国：加拿
大，丹麦/格陵兰/法罗群岛，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
美国），六个原住民组织（固定参与组织：阿留申国际协会，北极
Athabaskan理事会，Gwich'in国际理事会，因纽特环北极理事会，俄
罗斯北极原住民协会和萨米理事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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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为什么是现在？
2004年北极气候影响评估（ACIA）报告强调了北极
地区在下个世纪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变化。报告还显
示，这些变化已经开始，将对北极的环境、经济、社
会和文化产生显著影响。
ACIA报告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北极物种的多样性、范
围和分布正在变化。观察指出物种的范围变化已经在
大尺度上发生。比如，对涉及将近1500个物种的分布
范围的143种研究的综述显示，80%的物种分布范围向
极地移动（Root，et al 2003）。对北极研究的一个
关键建议是，改善长期监测，将监测活动扩展至全年
的数据收集，并在空间上扩展。

在1990年代出现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导致了原住民
治理机构的成立。与其它事情一起，原住民治理机构
的出现提高了当地原住民机构的能力，并产生了新的
政府规定，要求计划在原住民土地上实施的研究需要
咨询当地人的意见，有时需要当地人的许可。
IPY期间，超过160个项目得到资助并实施。在这些项
目中，12个由原住民研究人员或原住民组织领导，另
外25个由原住民共同参与。几乎所有项目都有重要的
社区监测部分。本手册第3部分综述的项目中，有2个
是IPY项目。

ACIA报告是最早一批将当地原住民的观察作为个案研
究来支持科学发现的科学文献之一。社区观察和科学
数据的明显趋同，验证了当地的观察。这些观察从轶
事性的证据提升为整体理解北极环境的宝贵材料。这
些个案研究还是讨论和科学研究的基础，尽管没有提
供一般的统计或大体趋势（Huntington et al, 2004
）。
尽管如此，使用量化数据方法的社区监测，能成为任
何大尺度监测工作非常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没有当地
居民的参与，不可能在广阔的北极中收集到全年的数
据（Kuznetsov,为本手册做的访谈，2009）。
对当地观察的认可，加上正在进行的监测工作的需
求，使得人们对各种类型的社区监测兴趣激增。这种
兴趣又被国际极地年2007-2008（IPY） 2提供的机会所
放大。国际极地年的组织者前所未有地扩展了包容的
观念。极地居民，特别是原住民，被认为是重要的利
益相关者、合作者、新研究的驱动者，并且，第一次
被邀请参加IPY。
为土著的、当地的和传统的知识获取认可，将之作为
理解北极物理、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宝贵材料的努力已
延续多年。IPY的接纳是一个证明。原住民和当地居民
参与IPY，也是最近几十年政治变化的结果。原住民要
求定居土地的进程始于1970年代的阿拉斯加，加拿大

2

国际极地年是一个关注南极和北极的大型科研项目，项目期从2007年3月到2009年3月。IPY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世界气象组织（WMO）
组织，是继1882-3，1932-3和1957-8之后的第四次国际极地年。IPY 2007-8包括超过200个项目，超过60个国家的几千名科学家，研究物理、生
物和社会等方面的广泛议题。这是展示、跟进和参与前沿科学的空前机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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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

2.1 引言
社区监测是个较新的科学领域。显而易见，在更广泛
的意义上，人类一直在“监测”他们的环境。但作为
有组织的活动，当地居民进行的监测最近才开始在研
究工作中起到作用。在过去几十年中，对自然和物理
环境当地和土著的观察，已经得到了重大进展。一
开始，它们被当作是轶事性的证据，接着变成个案研
究，最后，方法被开发出来，将这些观察用作独立的
数据集。
什么是社区监测？最常见的定义是当地居民在一段时
间内收集数据。但是，“社区监测”已经变成一个固
定短语，用来描述基于社区或基于地方的活动，不再
是本来意义上的“监测”。这类活动的例子包括集体
会谈、记录当地口头传统。这个英语术语源于北美，
其它国家可能使用其它术语来指代基于社区的监测活
动。
一些机构和研究人员认为“观察”比“监测”更恰
当，因为观察与研究更相关，而监测更像是一种监管
功能。俄语中没有等同于社区监测的合适词汇，不同
项目使用不同的翻译。“监测”、“观察”，特别
是“信息收集”，这些词语在俄语中使用不慎，会无
意识地引发人们对冷战想法和行动的联想。
原住民的语言中可能也没有等同于“社区监测”的表
达。避免误解的最好方法是定义社区监测所计划的特
定活动。
由于对社区监测的术语、类型和方法的理解多种多
样，有必要澄清本手册使用的主要术语的定义。这些

Grant Gilchrist

术语的定义见第2.4和2.5节。第3部分可能包含一些
不同的术语，由受访项目的领导人所使用，但本手册
的其它所有部分对术语的定义均与这部分使用的定义
一致。本手册采用社区监测最广泛的定义，即任何基
于当地的，由社区居民以特定时间间隔采取的重复活
动，其目标是收集信息来监测当地环境。

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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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不同类型知识的应用
社区监测通常是综合应用不同类型知识的完美载体。
但是，理解不同类型知识的异同，非常有挑战性。
缺少标准术语使得该问题变得更复杂。本手册无意讨
论围绕社区监测在哲学、政治、法律和语言方面的争
辩。本节强调该问题的复杂性，鼓励对词语选择的仔
细考虑和对词语含义的更好理解。谨慎应用术语对于
任何社区监测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一点怎么强调
都不为过。对短语和术语理解不同导致的误解，会阻
碍当地民众对社区监测项目的支持。

因此，需要谨慎对待从土著知识中得到的内容的知
识产权带来的潜在问题。一些区域性和当地的土著组
织已经为研究人员制定了政策和数据协议。（更多信
息，见附录7.）

土著知识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个困难、理解粗浅又
令人混淆的问题。混淆始于术语的使用。目前使用的
有以下英语术语：当地传统知识（Local
Tradition
Knowledge,
LTK），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cial
Knowledge,
TEK），土著生态知识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IEK）以及传
统知识和智慧（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Wisedom,
TKW）。在不同背景下，这些术语中的“知识”一词可
以指“认知的方法”,或“个人拥有的信息”,或特定
的技能。根据国际机构（包括北极理事会、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发展署）对术语的使用，并便
于读者的理解，下文对社区监测中术语的应用做了建
议。注意本手册第3部分项目综述中的术语是由项目负
责人所使用，不一定跟手册其它部分的定义一致。
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 IK）意味着一个
认知体系，使得原住民个体能“……做出为真的声明
并定义这些声明为真。这些声明包括经验总结、假说
和理论；知识的总和是所有声明的集合，无论声明来
自直接的观察或是系统真理的一部分。” 3从这个意义
上讲，作为一个体系，土著知识与其它知识体系并无
不同。不同之处主要是认知的方式（产生知识、处理
信息和传递知识）被认为不同于其它知识体系。
应该指出的是，这样的土著知识只能存在于其它文化
很少或没有干涉的土著社区中。在北极地区，绝大多
数土著社区位于发达国家中，尽管经济上边缘化，文
化整合的程度相对很高。这样的社区中的原住民，
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包括土著知识。基于以上原
因，“土著知识”和“传统知识”或者简单的“当地
知识”，这样的术语更少混淆，在实际中更有用。
土著传统知识（ITK）指土著居民的认知方式，和非土
著个体建立在当地和/或文化传统和/或特定地点或文
化的典型特定技能基础上的知识。土著和传统的关系
很难简单定义。这种表述通常意味着，任何长期居住
在特定地点的居民拥有某些明确特质的知识，这些知
识不为该地点以外的个体所知。
以上讨论的英语术语通常难以翻译得当。例如，“传
统的”一词，在许多语言中听起来类似，但含义和应
用是不同的。
任何社区监测项目都包括信息收集。信息的所有权可
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这份信息被标识为土著
知识。当前的法律体系不能全面保护土著知识相关的
知识产权，因为保护的对象还需要定义。“现有法律
体系不能恰当地包括它不能定义的对象，这是问题的
核心。”4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in Longma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Usage, A.
Goodman, E.M.F. Payne, Longman Group Limited, Harlow.
3

M. Dods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copolitics IX: Conference Papers and resolutions Northern Land Council:
Sydney, 1996 in J. Anderson, Access and Control of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Ownership and Future Use. Columbia University,
N. Y. 20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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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决策树
为讨论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制作了两个示意工具。
决策树（图.1）例示如何为特定的项目需求选择合适
的社区监测方法和类型。2.3节中的总结表（表.1）,
展示了社区监测不同类型和方法的关系。
对决策树和总结表中使用的术语的解释和定义见2.4和
2.5节。
决策树应当作灵活的指导工具。它对新手特别有帮
助，因为新手面对社区监测相关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往
往感到迷茫。
我想使用社区监测，因为

这是要求

我相信它对研究有用

你要做的是什么类型的
项目？

看看成功项目的文献。你确
信社区监测有用吗？

一个更大项目的一部分

是

否

一个单独的项目
继续
社区监测的主要目
的是什么？

社区驱动还是科学家
驱动？

社区
验证数据/测量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推荐

个人日
志。见
2.4 节。

推荐

调查。见 2.4
节 和 2.5.3
节。

雇用当地人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你应该考虑
能帮上你的
合作者

科学家

社区参与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主要目的是
什么？

主要目的是
什么？

提高对某样
东西的理解

推荐

推荐

推荐
改善资源
管理

民 间 科
学家。见
2.4 节。

团 体 会
议。见 2.4
节
和
2.5.1 节。

记录传
统知识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学 校 项
目。

调查。见 2.4
和 2.5.3 节。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推荐

调查。见 2.4
和 2.5.3 节。

推荐

哨兵。见 2.4
和 2.5.1 节。

哨兵。见 2.4
和 2.5.1 节。

使用什么类
型的监测？
推荐

录音/录像

图1. 决策树：社区监测活动开发过程的决策例示

推荐

调查（访谈）
。见
2.4 和 2.5.3 节

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

2.3 总结表

社区监测方法
社区监测的类型

记录当地观察者
的观察
系统或
有组织 自由式
的观察 的观察

团体
会议

人群调 科学仪器的
查
操作或维护

主要产
品的类
型

记录
物候

定量
哨兵





调查人类传感器
民间科学
个人日志
维护性监测
团体会议









































表 1. 社区监测类型和方法总结表

Photo © Aleu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Left to right, Victoria Gofman, Vasiliy Tynakyav, Svetlana Kichgelkhut, Tymlat, Russian Federation.

数据库
地图 图
片
定性
定量
数据库
各种
草稿
定量
数据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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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社区监测的类型
哨兵（巡护）
主要特征：
•
•
•
•
•

典型做法是观察和记录当地环境的各种成分。
记录当地状况，用以解决当地的各种问题。
社区通常发起和管理监测活动，例如阿拉斯加的部落或村落议事会，但有时候当地或区域性的政府也参与。
观察者通常是领薪酬的雇工。
当地机构通常维护着存储不同类型数据的数据库。

优点：
•

收集的数据能产生多种指标在空间和时间上相当准确的记录。

缺点：
•
•

方法和数据产出可能不连贯一致。
收集的信息可能不能公开发布。

调查人类传感器
主要特征：
•
•
•
•
•

通过调查当地居民对环境现状和变化的认知来获得信息。
调查由科学家设计，社区成员也通常贡献意见。
根据所使用的调查类型，使用社会学、人类学或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数据产出。
研究人员维护定性和定量的数据库。
收集的信息可以是当前的，和回顾到过去的。

优点：
•
•
•

这可以说是研究人员得以重新创造没有收集数据、知识有空缺的时期的数据的唯一社区监测类型。
回顾性的调查数据能得到关于时间变化的更好理解，而不用收集基于时间序列的观察。
相比常规的科学方法，“人类作为传感器”类型的研究能提供关于更广大区域、更多物种和种群的信息。

缺点：
•
•
•

这一类型的研究需要经过多学科训练的科学家，但这类科学家很少。
调查可能很费钱。
如果参与的社区没看到研究能带给他们的明确好处，可能难以招募到受访者。

公民科学
主要特征：
•
•
•
•

当地居民作为助手/技术员参与或受雇到常规的科学研究项目。
活动通常由大学或政府的科学家领导。
采取不同的方法，取决于研究领域的类型。
方法和数据产出依据常规科学研究的标准。

优点：
•
•
•

能够在偏远的地点持续收集数据。
为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机会。
激发对科学和更高教育的兴趣。

缺点：
•
•
•

一些教育程度低的社区需要特殊的方法。
在偏远社区中合格人员可能很少，可能原因是社区中的其它机会或者项目的临时性特征。
在偏远社区中可能难以维持数据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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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日志
主要特征：
•
•
•

在一段时期内将个人对环境的观察定期记录下来。
通常是科学研究的辅助性部分。
当地居民主动保持的详尽记录，比如渔民的日志。

优点：
•
•

能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研究主题。
费用相对较低。

缺点：
•
•

如果没有记录数量信息，很难或不可能从这类信息中提取数据。
记录的信息可能是高度主观的，易受不同人格引起的偏向性评估的影响。

维护性监测
主要特征：
•
•
•

在特定区域（如沙滩）定期收集和记录环境隐患/废物。
当地居民，有时候是志愿者，组织并实施清理行动。
这类监测通常不是为了科学目标。

优点：
•
•

活动增强了当地社区的管理能力，改善了当地资源的管理和环境状况。如果活动和结果的记录保持得当，这
类数据可用于不同的研究需求。
结果能曝光导致环境问题的企业。

缺点：
•

可能导致与相关主管部门/企业在资源资源管理和调节方面的矛盾。

团体会议
主要特征：
•
•

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定去组织村（乡）会议，以便当地居民分享和报告观察结果。
会议通常由一名研究人员协助。该研究人员收集与会人员认可的基于证据的信息，并在一份报告中总结讨论
结果。

优点：
•

团体会议是收集信息并使当地居民参与的性价比高的方法。

缺点：
•

验证这类信息是个难题，因为它会轻易受到个别人或个别团体的影响，或者是政治化的。

如上所述，社区监测的类型多种多样，取决于社区参与程度、科学家的参与、方法的复杂性、数据的准确性
以及其它因素。很少有信息的标准化，而最近一篇论文讨论了不同方法的效力和弱点（Danielsen,

et

al,

2009）。

Photo © Aleu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2009年10月BSSN研讨会与会者（从左到右）：Olga Gerasimova, Andy Kliskey, Olga Chernenko, Arlene Gundersen,
Antonia Penayah, Svetlana Petrosyan, Esther Fayer, Patricia Cochran, Olia Sutton, Iver Campbell, Victoria Go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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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区监测的方法
社区监测使用许多科学领域中用到的方法，包括生物
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尽管有经过验证的方法可
用，困难之处是如何应用，因为这些方法要求跨学科
的学术背景。例如，一名生物学家需要理解社会科学
的方法，并学习如何解读那类数据；一名社会科学家
需要有生物或物理科学的基础，以便理解研究目标和
处理数据。

多项目组合应用多种方法和类型。这里不讨论公民科
学家和维护性监测使用的方法。那些项目使用常规的
科学方法，以及合适的维护规程和技术。

使用已有的软件可以轻松管理定量数据，而管理社区
监测的定性数据要困难得多。少数几个可用的软件（
见附录1）功能有限，而且有时候不可靠。如果能开发
出新的定性数据管理工具，社区监测将会取得长足进
步。
下文将简要介绍一些社区监测项目中使用的方法。许

2.5.1 记录当地观察者的记录
记录当地观察者的观察，通常在哨兵式和维护性监测
以及个人日志中用于收集定量数据，同时也通过空间
数据（制图）和影像（照片）的方式提供信息。
（1）系统化、有组织的观察：
这类方法包括通过叙述、照片和制图来记录当前的观
察。在固定地点、固定时间间隔、使用标准工具进行
观察记录。可以在多地点上使用多人进行观察。在更
发达的社区可以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和手持电脑
设备。收集到的观察组织到数据库中。

录观察，可以是特定对象，比如冰况，也可以是该观
察者认为重要的任何对象。记录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观察者的技能，比如他们将观察准确写下来的能
力。有可能的话，记录中的信息由研究人员分析并转
化成数据。

（2）自由式观察：
要求一位有经验的个人，通常是当地的专家，定期记

2.5.2 团体会议
一般说来，任何类型的会议都可以用作社区监测的方
法，包括报告研讨会、小组会、圆桌会和传统集会。
要满足监测的标准，必须按主题定期组织会议，比
如每月或每年一次。会议需要准备充分，并做会议记
录。会议结果通常以报告的形式呈现，但不大可能从
报告中提取定量数据。监测会议不应该跟社区监测项
目中常用的其它会议类型混淆，比如培训会议和项目

通报会。

2.5.3 人群调查
这种方法通常用于调查人类“传感器”。没有社会科
学背景的研究人员通常低估这种方法的复杂性和精确
性。社区监测通常跟环境观察有关，这些项目往往落
入自然和物理科学的范畴。许多研究人员在设计这种
调查上有困难，这也是详细介绍这种方法的原因。
向合适的人问合适的问题，拿到容易理解的、完整和
可比较的回答，数据拿到后进行有效的处理。这些任
务都不简单，涉及到一系列复杂问题：

4. 取样技术
5. 培训调查人员
6. 了解当地的人类知识体系和当地文化
7. 选择特定的调查类型（封闭式问卷，半结构访谈，
等）
8. 监督野外工作，监控数据质量，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1. 开发问题和设计调查

9. 数据收集后进行管理和处理

2. 处理知情同意和研究伦理的观察标准

10. 分析数据和展示结果

3. 建立管理调查的规程

在以上步骤的每一步都需要仔细考虑做什么，因为
每个决定都会影响到其它步骤。例如，取样技术将决

社区监测的基本要素

定数据如何分析和呈现。此外，每一步上出现的问题
都对后续的步骤造成困难。例如，对当地知识体系和
人们思考环境的方式了解不够，将导致问题的表述无
效，对调查管理和结果分析造成麻烦。
在调查方案的设计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特殊的知
识。本手册不计划在这里详细解释，网络上有一些有用
的书和自学工具。相关的资源列表见附录1。
人群调查是社区监测最困难、最昂贵的方法之一，然
而一旦成功实施，能产生最有用的统计和量化数据，
可以应用到许多领域。

Tina Kurv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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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引言
第2部分简要介绍了社区监测实践者需要理解的复杂问
题，和一个成功社区监测项目所要求的专业知识的广
度。这部分将综述七个北极的社区监测项目（地图1）
以及一个澳大利亚的项目。我们通过访谈项目的领导
人，讨论这些项目真实的成功和失败。
下面将按字母顺序介绍这些项目，通过一些列的问题
和回答来概括它们的运行方式、长处和面临的挑战。
这些项目代表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展示了各种各样的
社区监测模型。有志于开展社区监测项目者可以参考
DRAFT * DO NOT CITE
这些项目。

由于项目的多样性，项目领导人分享的信息多种多
样，尽管已尽最大努力来系统展示这些信息，访谈结
果在深度和详细程度上还是各有差异。

*

DO NOT DISTRIBUTE

地图1.社区监测项目。

使用下列问题总结访谈内容：
1. 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2. 谁是参与者？

8. 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Map 1. CMB projects.

9. 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目中解决
3. 谁启动了项目？ The interviews are summarized with the following
    这个问题？
questions:
4. 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10. 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5. 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11. 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6. 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23
12. 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7. 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13. 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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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总结表
以下是综述项目的比较：

社区/原住民组织启动的

ABC

BSSN

CMMP/
CEMP







海洋巡
护员

海冰-人
-气候

雪之变

  




当地的
区域性的

FAVLLIS

 

研究机构启动的
政府的研究/管理机构启
动的

ECORA





 

全国性的
国际性的

 

网络（项目点数量）

(8) 

(6) 

政府或管理机构资助



  



竞争性资金

 
 

(10) 

(3) 

私人资助




依靠志愿者



大部分是原住民参与
大部分是原住民参与，以
及多种方式

民间科学家式监测
个人日志式监测



 







 



  


 





维护性监测
团体会议式监测

(3) 

 

哨兵式监测
人群调查式监测

 



其他方式的监测
13
项目执行时间（年）
每年的资助水平（美元） $

 



2
$$$

8/24
$

10
$$$

2
$$$

9
$

3
$$

8
$

*估计的
$ - 100,000以下
$$ - 100,001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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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介绍
3.3.1 北极边境生态知识合作项目（ABC）——加拿大，美国
北极边境生态知识合作项目（ABC）监测豪猪驯鹿群的分布区及周边海岸和海洋地带这个生态系统的变化。它关注
的问题，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原住民首要关注的三个问题——气候变化、发展和污染。ABC与Kaktovik村、老鸦
村、Aklavik村、McPherson堡村、Tsiigehtchic村、Inuvik村、Tuktoyaktuk村、北极村和环境加拿大组织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工作。
Gary Kofinas博士是位于Fairbanks的阿拉斯加大学的教授。他接受了本手册的采访。Michael Svoboda是ABC项目的工
作人员，驻点在育空的Whitehorse。

现状和联系方式：www.taiga.net/coop
Michael Svoboda先生
加拿大育空领地Whitehorse
michael.svoboda@ec.gc.ca
ABC董事会成员：Gary Kofinas博士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Fairbanks校区
gary.kofinas@uaf.edu

项目时间：1996-现在
资金来源：竞争性基金，自治领政府，美国渔业和野生动
物管理署，公园加拿大组织，环境加拿大组织以及其它来
源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ABC收集有关豪猪驯鹿群的分布范围及附近海洋/海岸地带
这个生态系统的当地传统知识，主要关注污染、气候变化
和发展。

鱼、驯鹿和生态系统中的其它动物。此外，还收集受访人
对他一生中土地覆盖变化的了解。还有作图的工作。每年
在每个社区中大约访问20个人。这些访问在1到3小时的集
会中完成。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从2000年开始，ABC根据采访人对调查的评估和印象定期
制作年度报告。报告跟社区分享，并公布在ABC网站上。
调查收集到的数据录入到微软Access数据库中。采访中获
得的空间数据也都数字化了。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采访是由项目聘请和付费的当地居民来做的。用汽油券补
偿接受调查的人所花的时间。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通常以理事会成员、观察者和参与者的方式参与合作。

项目碰到过的一个困难是：一位员工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推
动ABC项目，但她几年前换了工作，参与得少了。少了这
个“能量中心”，对项目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为她是
位天才的沟通者。另一个问题是访谈方面的困难。你需要
做很多筛选工作才能得到好的、准确的数据。首先访谈问
题要写清楚，接着采访人要理解好，然后要让受访人也明
白，最后采访人要把所有回答清楚完整地写下来。此外，
这几年访谈的问题有些变化，导致调查一定程度上缺乏连
贯性。这过程中哪一个环节出现错误，都会造成问题。

阿拉斯加大学Fairbanks校区的一名研究人员也参与了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项目。

从2000年开始，ABC根据采访人对调查的评估和印象定期
制作年度报告。目前，项目在利用历年收集的信息，对过
去十年的变化做回顾性分析。这项分析可以揭示周边生态
系统一系列长期和短期的变化，以及异常事件。这份数据
可以整合到其它现有的科学信息中，也可以与之比对。其
它重要的成就有：

问题2：谁是参与者？
ABC与Kaktovik村、老鸦村、Aklavik村、McPherson堡
村、Tsiigehtchic村、Inuvik村、Tuktoyaktuk村、北
极村等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展工作。资助方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ABC开始于1990年代中期。那时候环境加拿大组织在争取
育空的当地社区参与到解决环境变化的更广泛工作中。其
时，共管理事会已经衍生出原住民土地居住主张和其它代
表土著社区的组织。这个项目与共管委员会建立了联系，
在此基础上启动项目。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 培训社区参与生态监测；
• 参与讨论区域性土地管理问题的能力；

参 与 项 目 的 社 区 — — Kaktovik村 ， 老 鸦 村 ， Aklavik
村 ， M c P h e r s o n 堡 村 ， Ts i i g e h t c h i c 村 ， I n u v i k
村，Tuktoyaktuk村和北极村——是它们自己决定参与的。

• 推动政府和原住民积极对话、建立合作关系；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 在这个区域建立了长期监测数据集；

这个项目由环境加拿大组织管理，不过如果各个伙伴组织
想改变主管机构的话还是可以的。从不同的来源筹集资
金。从某个特定来源筹到的资金一般额度较小，比如5000
美元。这意味着项目需要不断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同时，
也意味着ABC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大型资助机构。

• 开始分析和模拟社区监测数据在决策中的作用。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项目上没多少“研究人员”。可以称为研究人员的工作人
员已经在这些社区里工作了许多年，跟社区有紧密的联
系。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用到一份问卷，同时有封闭的和开放的问题。社区公认的
当地专家会被问到一系列的问题，涉及到天气、浆果、

• 为有关土地管理的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对话奠定了基
础；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监测要始终跟社区相关，做长远打算，精打细算，稳扎稳
打，这些都很重要。保持灵活性，愿意改变做法，也很重
要。但如果要改变方法，老方法和新方法要同时做几年，
这样可以校正新方法收集的信息。比如说，ABC的调查，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改变了一点。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ABC正在分析过去十年收集的信息。我们希望证明项目收
集的知识有广泛的相关性。这是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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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成就：
• 社区和政府的成功合作
• 开发了一个连贯的访谈项目
• 灵活并愿意适应新出现的问题
• 长期性

改善的机会：
• 以有限的预算为一个小项目留住关键人员的能力
• 数据分析滞后

3.3.2. 白令海亚网络：北极观察网络国际社区环境观察联盟（BSSN）——俄罗斯联盟，美国
BSSN，由IPY支持（IPY项目编号#247），是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滨海社区有组织的网络。该网络提供了一种方法，
可以系统收集基于社区的环境观察，有效管理数据，并为未来基于社区的研究奠定基础。BSSN的总体目标是增加
对泛北极进程的理解和知识，从而提高科学家、北极居民和政府预测、计划和应对环境变化及其重大社会经济影
响的能力。
2008-2009年间，项目访谈了来自6个原住民滨海村落的350多名采集者，收集了关于一系列对海洋物种（用于生
计的和在当地贸易的）的观察，以及对物理环境的观察。BSSN由阿留申国际协会（AIA）的Victoria
Gofman女
士领导。AIA的办公室位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Anchorage。BSSN秘书处设在AIA办公室，作为沟通和数据管理的核
心。BSSN的共同领导者、阿拉斯加大学的Lilian Na’ia Alessa博士，接受了本手册的采访。项目第一份分析报告将在2009
年底完成。

现状和联系方式：www.bssn.net
项目负责人
Victoria Gofman女士
阿留申国际协会
美国阿拉斯加州Anchorage
Lilian Na’ia Alessa博士
副教授和研究组主任
阿拉斯加大学生态系统弹性和适应性管理研究组
美国阿拉斯加州Anchorage
项目时间：2007年6月1日——2013年8月
资金来源：竞争性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ARC-0634079
，6830216，美国State Department和北极理事会动植物
保护工作组对此有贡献。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目标是开发一个框架，使得人类观察者的网络能够系统地
记录在他们的区域中发生的物理和社会变化。人类观察者
在这里是指北极偏远社区的居民。这个人类“传感器”网
络覆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能提供宝贵的数据，详细阐述
政府、原住民社区和个人采取的适应策略。这些数据有助
于提高社区在环境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中的弹性。项目主要

目标是开发白令海滨海村落的网络，系统收集当地居民对
自然和物理环境的观察，有效组织和管理收集到的信息，
提高当地居民、科学家和政府理解、预测、计划和应对环
境变化的能力。

问题2：谁是参与者？
BSSN研究团队包括阿留申国际协会、阿拉斯加大学
Anchorage校区、阿拉斯加原住民科学委员会（美国阿
拉斯加州Anchorage）、UNEP/GRID-Arendal（挪威）
、Chukotka商业中心和勘察加俄美中心（俄罗斯），以及
参与项目的村落中的研究助手、猎人和渔民。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阿留申国际协会是项目主要的启动者和驱动力量。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六个村庄，三个在美国（阿拉斯加州）：Gambell
村、Toiak村和Sand Point村；三个在俄罗斯：Kanchalan
村、Tymlat村和Nikolskoye村。这六个村庄是在项目建
议书准备阶段，由各自区域的机构收到邀请后挑选的。
邀请信对项目做了介绍，发到阿拉斯加州五个区域性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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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定量数据，进入统计软件数据库SPSS。俄罗斯的调
查结果翻译后进入数据库，有英语和俄语两份。开发了特
殊的技术规程，用来分类和编码定性信息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BSSN不依靠志愿者。大部分工作是在贫困落后的社区做
的，提供有报酬的工作和付给参与者一点感谢金是很重要
的。所有村研究助理都拿薪水。社区自己在预算范围内决
定感谢金的多少和类型。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是出于沟通障碍不能快速做出反应，
比如村子里网速慢或经常断网、交通不便。尽管如此，由
于BSSN员工的坚韧和奉献，最终用各种替代方法解决了问
题。沟通障碍总结如下：

会（阿留申Pribilof岛协会、布里斯托尔湾区原住民协
会、Kawerak、Maniilag协会和村落议事会主席联合会）
的主席处。邀请信还发给勘察加和Chukotka的原住民组
织。

1）村子里没有基础设施，比如找不到办公空间，难以使
用和维护设备；
2）对采访人训练不充分，在采访中出现违规的做法；
3）通讯条件差，交通是个大问题。
问题的解决方法如下：

最终选择是在一次研讨会上作出的。区域代表首先就选择
标准达成共识。标准包括地理位置、社区执行项目的能
力、社区的兴趣、社区的需求和之前的项目经验，以及项
目对社区的潜在贡献。最后选择了这六个村。

• 每个村子都不一样。项目有足够的灵活性来改变安排
以符合实际情况。比如，在一些村子需要改变subaward
agreements，而在另一些村子需要聘用新的
人。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 一名BSSN项目助理在项目中期到阿拉斯加的各个社区
中，提供亟需的野外培训。与俄国合作伙伴频繁沟
通，解决访谈的质量问题。这些努力帮助改善了调查
质量。

2003年提出项目概念，2004年获批为CAFF项目，2006年成
为IPY支持的项目。2005年争取过USAID生物多样性项目的
资助，但没有成功。2006年，项目建议书提交给NSF北极
观察网络，后者是IPY期间组建的项目。试验项目受NSF资
助。继续执行5年的项目建议书在2009年获得批准。
五年3.7百万美元。就资金投入和跟社区的联系而
言，BSSN可能是北极最大的社区监测项目。获得资助的过
程有条不紊，并与科学家、当地社区和其它相关组织进行
了合作。在国际论坛上作报告，积极参与北极理事会以及
各种科学会议，这些工作提高了项目的曝光率，帮助BSSN
成为社区监测的著名网络。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项目是跟村庄一起设计的，这是项目的核心。虽然在这
个区域差旅费用极高，我们设法举办了联合会议，项目
领导人去过所有五个村子，除了一个（因为天气恶劣，
没去成白令岛）。很早就很村议事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项目领导人到访村子时给议事会成员做报告。在当地议
事会或管理机构的帮助下，聘请了村协调员/研究助理。
驻在Anchorage的BSSN项目助理负责保持与所有社区的联
络。Anchorage的所有项目员工都通双语（英语和俄语）
。每个月召开一次BSSN员工和村研究助理的电话会议。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BSSN收集对用于生计或当地贸易的海洋物种的观察，也
收集对捕捞地环境物理状态的观察。研究方法是nonprobability purposive survey。据信这种非随机选择方
法最适合此类研究，因为社区数量不多，而且社区成员之
间关系紧密。培训当地社区成员做采访人，告知他们去采
访最有经验的渔民。得到受访人同意后，采访内容记录到
电子录音机中。调查用具（问卷）是根据社区代表的意见
开发的。问卷包含各种类型的问题：封闭式的，开放式的
和多选项的。在2008-09年的预实验中，从BSSN的社区中
收回超过600份问卷，目前正在处理。

• 网络和电话实在连不上时，就在两国的中间位置各安
排一名有奉献精神的员工，利用各种方法保证沟通。
比如，俄国项目组与Anchorage的电话会议是通过勘
察加的手机基站实现的。这个做法非常另类。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最大的成就是当地的观察被主流科学界接受，被认为是有
效而重要的数据。美国主要的科学资助机构的支持证明了
这一点。此外，项目期间建立的设施和方法，将加强俄罗
斯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社区的联系。社区、科研机构或其它
研究项目可以利用这些联系。通过培训和聘用当地居民（
大部分是原住民），当地产生了对科学的兴趣，项目也帮
助建立拥有当地、传统和土著知识的自豪感。我们期望这
些数据能用到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和当地社区中。我们还期
望项目的发现能带来新的知识，帮助解决重要的问题，比
如气候变化适应、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问题I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类似规模的项目需要相当多的资源。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跟合适的机构建立关系，这些机构具备合格的人员，有充
分的时间进行项目设计和开发。建立具有多样专业能力的
合作团队也很关键，从大学的科学家到社区领导人再到政
府官员。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BSSN团队热忱希望能有机会再做五年研究，更多的社区参
与进来。我们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善用项目收集的信息。项
目团队也希望能帮助塑造新一代的科学家。

亮点
成就：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 开发了收集定量数据的标准化观测网络

完成的问卷寄回到BSSN在Anchorage的秘书处。秘书处将
在问卷分成两类数据集：定性的数据和录音，进入NVivo

• 获得了多年资助
• 在加入网络的社区中建立了便于持续工作的基础设施

改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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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当地研究助手
• 社区参与者和研究人员之间，以及社区参与者之间面
对面的交流

3.3.3 社区驼鹿监测项目和社区生态监测项目（加拿大）
社区驼鹿监测项目（CMMP）已经在育空领地的Mayo村运行了八年。Mayo位于Nacho Nyak Dun原住民的传统领地
内。Mayo村2006年有246人，与周边几个原住民社区共同一种当地语言，北Tutchone语。这些原住民社区希望管理
驼鹿这种主要的食物资源。其中，Mayo村希望开发出一种方法，能追踪和监测这个地区的驼鹿种群。Mayo鱼类和
野生动物办公室领导的社区生态监测项目（CEMP），已经在当地活跃了25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系统收集对北方
森林食物网的观察。CEMP项目有两部分：技术监测的部分和当地传统知识的部分。这两部分都有当地社区成员的
活跃参与。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的Mark O’Donoghue先生，领导着这两个项目。

现状和联系方式：
领导人：Mark O’Donoghue先生
加拿大育空领地Mayo村
鱼类和野生动物分署
Mark.ODonoghue@gov.yk.ca

项目时间：CMMP 2001-现在；CEMP 1985-现在
资金来源：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北方生态系统组织和
各种其它来源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社区驼鹿监测项目（CMMP）追踪周边地区驼鹿种群的健康
状况和种群大小。社区生态监测项目（CEMP）收集对北方
森林食物网的观察。

问题2：谁是参与者？

社区驼鹿监测项目（CMMP）的参与者来自Mayo社区。我们
正努力将这个项目扩展到周边讲北Tutchone语的社区，但
还没成功。社区生态监测项目（CEMP）与Mayo社区居民、
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以及当地大学、原住民组
织、公园加拿大组织和育空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对于CMMP，项目的想法和愿望来自社区，但当地鱼类和
野生动物办公室提供了项目继续发展的技术支持。办公
室帮忙培训当地参与者、分析数据。因为办公室就在Mayo
村，为CMMP工作的办公室雇员和当地共管委员会之间定期
交流，共同监管这个项目。CEMP项目运行了大约25年。它
最近扩大了，增加了一个当地传统知识的部分。参与CEMP
的原住民社区表达过意愿，希望这类知识能加到监测活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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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设在Mayo社区，就是为了能直
接跟当地讲北Tutchone语的社区一起工作。办公室跟原住
民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大家都知道，原住民拥有非常多
的环境知识，并希望能将这些知识结合到管理决定中。建
立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就是为了帮助监测，也是为了听
取当地社区的意见。办公室对项目和管理决定提供意见。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CMMP的钱直接来自育空政府，作为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
常规经费的一部分。办公室设在Mayo，保证了项目的经费
来源。CEMP从不同合作伙伴处得到支持。四年前开始的当
地传统知识部分，是由北方生态系统组织特别支持的。该
组织支持结合科学和传统知识的项目。有一些人质疑收集
这些信息有什么用，因此需要说明项目的合理性，以便将
来能获得更多的资助。不过，这个项目只要花3000美元。
这样对付质疑也较容易些。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是个当地机构，领导监测项目的人
就是社区自己的成员。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对CMMP来说，每年秋季，20个当地居民花费大量时间，在
一个带地图的小本上记录看到的所有驼鹿。项目参与人是
猎人或其他对灌木林很有经验的居民。参与者每年都有些
变化，但依然有许多人是从一开始就参加这个项目的。
CEMP的技术监测部分在周边森林中设立了五个长期监测位
点。每年的特定时间，社区居民和一名当地鱼类和野生动
物办公室的技术员到这些位点，测量各种东西并作科学记
录，包括浆果的多少、雪被的数量、兔子和老鼠的数量等
等。此外，社区成员还在指定的25公里trans-sector中数
食肉动物的痕迹，数猫头鹰、鸣鸟和其它动物。
夏天的几个月里，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的技术员领
导监测。冬天的时候，办公室和社区成员承担同等的责
任。CEMP的当地传统知识部分要采访前一年在土地上最活
跃的居民。每年大约采访20人，这些人在每件事情上都有
很多经验，从打猎、夹捕和打渔，到采摘浆果。一开始，
一个祖孙组合做采访，但过去两年是由两个高中学生做
的。调查借用北极边境生态知识合作项目开发的方法，那
个项目也帮忙培训采访人。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每年，CMMP的观察都汇总到当地的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
室。总结的结果在Mayo村可再生资源议事会上报告。此
外，项目最早的五年里，每年每个居民都会收到一页纸的
结果总结。目前，应资助CMMP的育空政府的要求，当地鱼
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正在准备一份八年的项目总结报告。
报告完成后，两到四页的总结将发给每个社区成员。
CEMP技术监测的数据分析后在年度报告上出版。这些报告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除发给项目资助方和合作机构外，还
在当地的共管理事会上展示。祖孙组合做CEMP的当地传统
知识监测时，每年都会准备一份五到十页的报告，并在当
地共管理事会上报告。现在这项工作由学生来做，他们没
有时间写这样的报告，访谈收集的信息就录入到当地鱼类
和野生动物办公室的微软Access数据库中。这样做是为了
将这类信息汇总到类似“社区日记”的资料中，在当地社
区办公室都可以查到。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的？
每年，参与者都收到一个特制的CMMP咖啡杯。人们看起来
真的喜欢这个，一些人已经开始收集不同年份的咖啡杯。
他们经常在家里展示这些杯子。此外，每年从20个人中选
5个奖励一顶帽子和一张100美元的购物券。购物券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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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或燃料。参与CEMP的人——监测员、采访人和受访
人——也都得到一些他们所花时间的补偿。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我们希望将CMMP扩展到周边讲北Tutchone语的村子。但
是，在那些社区很难找到人有时间启动项目。今天秋天，
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的新技术员将到那些社区去，试试
从外部启动CMMP。
对CEMP来说，刚开始时，对当地居民的访谈有一些困难。
有时候人们不回答一些特定的问题，但又不清楚是什么原
因：采访人忽略了这些问题吗？还是受访人不明白这些问
题？但是，第一年过去后，事情改善了很多。问题的根源
更清楚了。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就在这里。这很有
帮助，因为有人可以在访谈结束后帮助查看，给学生们反
馈。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社区对CMMP和CEMP的反响是积极的。有些人漠不关心，不
过肯定没有负面评价。是社区要为他们的管理决定收集数
据。此外，项目以某些方式成了参与者自豪感的源泉。参
加CMMP的猎人喜欢看到，他们是被社区当作有宝贵知识和
经验的人选出来的。社区非常喜欢添加到CEMP的当地传统
知识部分。接受采访的人喜欢看到当地学生在做采访。他
们感觉这是跟年轻一代分享知识的途径。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扩展CMMP项目的尝试清楚地展示了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出
现在社区中并且一直在那，这样大家才能了解工作。因为
在那些社区中没合适的人，扩展工作至今还没取得成功。
在一个社区，受派为CMMP工作的管理人员没有时间去做事
情。在另一个社区，工作人员流动太快。此外，一个社区
外部的人通常没有必要的关系来完成工作。因此，有合适
的人在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这个秋天，当地鱼类和野生动物办公室的新技术员将到那
些社区去驻点，启动CMMP。CEMP正在准备项目多年数据的
总结。备受关注的当地知识部分，它所依赖的特殊联邦基
金用完了。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打好几处，帮助当地知识
部分活动找到资助。技术监测将继续做，跟过去25年一
样。

亮点
成就：
• 长期性
• 社区的完全参与和支持
• 鼓励老一代把传统知识往下传

改善的机会：
• 找到人在新社区开展工作
• 训练采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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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栖息地破碎化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CORA（俄罗
斯联邦）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栖息地破碎化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项目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三个示范地区开展工作。
（ECORA是从项目的俄语标题的缩略词，是项目最常用的名称。）
北极理事会北极动植物保护（CAFF）工作组、UNEP/GRID-Arendal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启动了ECORA。这是全球环境基
金（GEF）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项目，目标是解决对栖息地的威胁、生态系统的破碎化以及对生态平衡的扰乱，特
别是在低地苔原、森林苔原、滨海和近海海洋地区。ECORA的主要目标是为俄罗斯北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
用，建立环境保护、工业发展和原住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并在典型地区实施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策略加以示范。三个
示范区是Kolguyev岛，Kolyma河盆地和Beringovsky区。它们被选中的原因是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有资源开发工
业和原住民人口。项目活动包括加强立法、管理和公共机构框架，鼓励当地居民的参与，整合原住民传统的环境观
察，从而拓宽生态系统管理的知识基础。

现状和联系方式：www.grida.no/ecora/
项目经理：Evgeny Kuznetsov博士
全国自然保护研究所
俄罗斯联邦自然资源部
莫斯科，俄罗斯联邦
项目时间：1999–2009
资金来源：GEF，以及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贡献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ECORA社区监测部分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特定生物多样性组
分的长期监测。这部分生物多样性将作为物种现状和趋
势、栖息地破碎化和气候变化的指标。但是，在俄罗斯，
这类监测结果很难得到官方科学数据那样的应用。此外，
也没有严格的标准可以遵从。因此，有机会发挥创造性和
灵活性。社区监测部分的重点变为培育当地参与者和项目

科学家的伙伴关系；重点培养对传统知识及其拥有者的兴
趣和尊重。

问题2：谁是参与者？
ECORA与国际参与者有全方位的合作。项目由俄罗斯和联
合国环境署全球资源信息数据银行-Arendal（UNEP/GRIDArendal）共同领导，来自其它北极国家和俄罗斯北方、
西伯利亚和远东原住民协会（RAIPON）的顾问也参与了项
目。当地居民参与项目的社区监测部分。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ECORA由CAFF和UNEP/GRID-Arendal于1999年构思出来，然后
经过了多年的规划和批准过程得以启动。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示范地区是由一组项目专家根据以下标准选择的：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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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2）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全球重要意义；
（3）有工业活动，或规划有工业活动；4）在CAFF的指
定地理范围内。其它考虑因素还有：有其它大型国际项
目，当地和区域性政府的意愿和合作精神。示范地区是在
2003年选定的。这三个地区都只有少量的人口和几个村
庄，因此所有十个社区都包括进了项目。它们是Kolguyev
岛的Bugrino村；Kolyma河盆地的Chersky村、Kolymsk
= ECORA model areas

一名有经验的生计收获者一年大约能写100页的观
察。这是一份环境观察日志。不提供任何指导，除
了一个——记录者应该记录任何他/她认为重要的
事情。这份文件是他/她对环境的观察。所有参与
项目的村子都使用相同的调查材料和标准化方法。
记录的频率取决于监测主题的性质。比如，物候问
卷每年做一次，鸟类聚集地的观察一年要记录两到
三次。对传统知识的访谈，ECORA请求雪之变项目
的协助。雪之变项目是另一个活跃在社区监测领域
的项目，对收集口头传统颇有经验。这个合作关系
有很好协同增效作用，互补了彼此的工作。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Map 3. ECORA model areas

村、Andryushkino村、Pokhodsk村、Nutendli
村；Beringovsky区的Beringivski村、Meinypylgino
村、Khatyrka村和Alkatvaam村。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ECORA的预算包括GEF一笔三百万美元的资助。这笔资金由
俄罗斯联邦政府的in-kind contributions和北极国家为
特定项目活动拨付的额外资金进行配套。GEF要求至少50%
的配套。因此项目的总预算预计有六百万美元。分配到社
区监测工作的比例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尽管有很多后勤方面的困难，ECORA的研究团队还是跟参
与项目的社区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当地居民被邀请跟
研究人员一起参加会议，并有机会提问。当地居民提过很
多次非常类似的抱怨：一些科学家来了，村里的人提供信
息，然后科学家走了，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有时候一
些偏远村落的居民，由于缺少地区政府的关注，便把科学
家，特别是外国研究人员，当作发泄怨气的出口和给外部
世界讲述当地问题的途径。研究人员要耐心来倾听人们要
说的话，这点很重要。
跟地区政府的关系各不相同。Yakutia（Kolyma）地区积
极参与和支持，另外两个地区则漠不关心，只有礼节性的
参与。不管俄罗斯官员是否感兴趣，向他们汇报是必要
的。可惜政府官员没有动力支持社区监测项目，因为从这
类研究中获得的数据没法用到官方的自然资源管理中。但
是，这些数据可以用作参考资料。ECORA通过项目其它部
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这一工作的成功。从项目与地区政府
的互动中，社区获得的最明显好处是引起了政府对这些偏
远的、几乎被遗忘的社区的糟糕状况的注意。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ECORA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社区监测：1）哨兵式监测。由一
些挑选出来的观察者来完成。他们定期填写问卷并发回给
研究人员做数据管理和分析；2）个人日志。一个人以日
记方式记下来的观察。
研究人员通过人群调查，确定每个示范地区的生计活动，
然后设计由十二个主题问卷组成的问卷集。一名研究人员
访问每个村庄，聘用两名观察者并做两天的培训。根据收
获活动的类型，每个观察者得到一组问卷。给每位观察者
配了数码相机，用来拍摄鸟类聚集地和其它观察目标。完
成的问卷用各种方式发给地区协调员，然后发回到位于莫
斯科的ECORA办公室。

所有收集的数据（问卷、日记）都在莫斯科项目经
理办公室进行处理和存储。研究人员认为数据量
小，就没有使用特殊的定性或定量软件进行分析。
目前只做了初步分析，校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所
有活动完成后开始准备最终报告。获取数据没有限
制，由项目经理自行决定。研究团队欢迎合作使用
数据。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
在项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当地观察者拿到补偿他们所花的时间的一点钱。补
偿额度只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一小部分。有一种观点
认为，过高的补偿会招引那些对经济收益而不是对
项目感兴趣的人，从而对数据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付钱给受访人在俄罗斯并不常见，而且通常对决定
是否参与项目没有多少影响。如果人们愿意参与，
没钱他们也会做。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项目地点地处偏远、沟通困难。这影响很大，但通
常被忽略。沟通困难使得工作难以按计划进行。这
是社区没有参与计划和选择过程、而是正式选定后
才被告知参与项目的原因之一。
社区监测在方法上最重要的两个挑战是：应用标
准化方法，培训人们根据这些方法记录观察（比
如填写问卷）。原计划是要求在所有地方开展同步
观察，但很难找到当地协调员和专家，计划就推迟
了。原计划在2004年开始监测，然而直到2006年
Beringovsky区才开始工作。另外两个区域在2007
年（Kolyma）和2008年（Kolguyev）开始工作。
因为项目地的偏远，即使是区域协调员，一年也不
过访问村子几次。这种情况下，很难验证信息，当
地观察者面临困难时也得不到及时的协助。问题之
一是问卷不完整。更多在地培训会减少类似的问
题。
不应忽视公共关系。当地报纸和广播站是把信息传
回社区的好方法，应该全年都通过它们向整个社区
汇报项目活动。每次召开会议，无论是市政厅的会
议还是跟官方的谈话，都应该给当地媒体发个短
讯。ECORA很晚才开始这么做，应该在项目规划阶
段就开始做。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当地参与者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知识和传统生活方
法的价值。经过几百年政府主导的同化，社会开始
认可原住民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才是北极有效而
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项目引起了向长者学习传统
生活方式的兴趣，并促使这一知识向年轻一代传
递。
虽然实质性地参与资源管理的目标目前似乎达不
成，这个项目建立了一些社区的特质，比如不断增
长的自我意识、重新开始倚重传统生活方式。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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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合作是个双向的学习过程：给科学家分享传统知识
的同时，许多人也学到了研究助理的新技能。让学校参与
项目，是对新一代当地观察者的投资。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成功没有诀窍。社区监测是任何大型监测项目的宝贵部
分。事实很简单——没有当地居民的参与，不可能在广阔
的北极地区收集到全年的数据。世界上没有足够多的科学
家这么做。社区监测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在人际关
系上投入多少，决定了最后结果的模样。给予才有得到。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在俄罗斯，重要的是认可社区监测的有效性，并给予“官
方”地位。自1990年代以来，全国自然保护研究所还没有
提供过任何野外工作的经费。目前项目能继续执行的前景
不是非常明朗。我们正在跟UNEP/GRID-Arendal合作，准
备一份新的项目建议书，跟气候变化有关。成功的话，就
有可能继续ECORA开始的工作。

亮点
成就：
• 开发了标准化规程和文档
• 提高了对土著和传统知识的自我意识和价值感
• 促进土著和传统知识作为俄罗斯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
之一

改善的机会：
• 培训当地人员
• 将社区监测融入俄罗斯自然资源管理的方法

社区监测项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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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Fávllis网络（挪威）
Fávllis是研究机构和社区的合作网络，致力于促进与自然资源有效管理相关的知识，包括理解峡湾北部生态系统、
文化和当地社区之间的互动。Fávllis网络启动的研究项目以萨米渔民的传统知识为中心：记录传统生态知识，开发
海洋资源管理的知识数据库模型，使用纪录片提高传统知识及其与资源有效管理相关性的关注度。Finnmark的四
个自治镇参与了这个项目。

现状和联系方式： www.sami.uit.no/favllis/more.html
领导人：Einar Eythórsson博士
挪威文化遗产研究所
Svanhild Andersen博士
挪威特罗姆瑟大学萨米研究中心
共同领导人：Else Grete Broderstad博士
挪威特罗姆瑟大学萨米研究中心

项目时间：
第一阶段：2008年1月-2010年，第二阶段：2008年11
月-2011年
资金来源：挪威研究理事会的竞争性资金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总的目标是利用当地知识记录Finnmark峡湾地区的生态变
化。

问题2：谁是参与者？
一个多学科的国际团队，包括社会科学家、生物学家、语
言学家和一个摄影组。特罗姆瑟大学的萨米研究中心是项
目的实施方。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特罗姆瑟大学萨米研究中心的Else Grete Broderstad博士和
Svanhild Andersen博士在2003年启动了这个概念。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团队计划从存在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总结中提取GIS生物数
据，并加以分析。目标是把不同类型的知识放在一起，让
大众可以公开查阅。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项目不给参与者付钱。人们有动力；他们希望告诉研究人
员正在发生什么，他们认为研究是有用的。尽管如此，项
目为当地研究机构提供经济支持。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没有为项目管理计划充足的资金，这造成了问题。低估了
网站需要的时间。下一轮项目建议书要考虑这些问题。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项目推进了当地居民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通过项目工
作，萨米传统知识跟当地渔业管理有了关联。这些知识的
使用应该会改善当地渔业的管理。这个项目想做的是如何
使用所有类型的知识，做最好的管理决定。项目还记录了
传统知识。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尽早地寻找合作伙伴，甚至在任何研究活动之前，这点很
重。回顾以往的研究，看看那些知识可以获得，这也会有
帮助。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Finnmark和Troms的四个社区（自治镇）是参与者。峡湾
的萨米社区正面临环境变化的挑战，这是选择他们的原
因。有些当地机构具有参与研究的能力，这也是重要原
因。

希望能继续研究工作并建立一个萨米渔民的网络。年轻研
究人员需要训练，当地研究机构的能力需要提高，特罗姆
瑟大学需要意识到萨米渔民传统知识的意义。项目团队很
幸运能与头脑开放、能洞察到此类研究的未来的资深生物
学家一起工作。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亮点

这个项目由挪威研究理事会资助，总额是8.5百万NOK（1
，303，199美元），共四年，分两个阶段。

成就：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许多要求参与研究的萨米社区在项目计划阶段就开始与我
们合作。他们想要这个项目，因为他们观察到鱼类储量在
下降，生态系统在变化。项目团队由特罗姆瑟大学的萨米
中心和萨米研究所共同管理。项目没有聘用社区成员。有
临时性的交流，也有根据萨米研究所的参与者和当地渔民
的日程提前计划好的交流。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项目试图建立人们能回忆起的时间内的本底数据，比如从
1945年开始。项目没有使用“监测”这个词。活动包括：
• 利用开放性的、有指导的问卷和一份访谈指南采访
渔民。访谈由研究人员来做，有时候当地居民做协
助。12月、5月、6月和秋天共访谈了大约20人。每个
村子共50到100人。
• 利用 当 地 研 究 机构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做的访
谈。GIS制图。
• 制作传统知识的纪录片，因为单用文字记录不了传统
知识。当渔民和研究人员讨论一些话题，如海豹种群
变化的原因，纪录片还纪录了两者知识之间的差异。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 在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当地社区、政府和学术机构
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合作
• 使用了档案数据并整合进新的数据中
• 资源管理的多维度方法

改善的机会：
• 网络管理能力
• 交流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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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海洋巡护员项目（澳大利亚）
2000年，大量垃圾被海浪冲刷到澳大利亚北方领地的沙滩上，垃圾还缠住了海洋动物。应当地原住民社区的要
求，启动了海洋巡护员项目。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稍后地区政府的支持下，当地居民建立一个项目，监
测和清理海洋垃圾。项目维持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并定期向社区发布报告。通过参与项目，当地居民认识到了
他们自己在垃圾制造中的角色。通过执行项目，当地人学习到新技能，提高了能力。自然资源、环境和艺术部的
Shane Penny先生领导了海洋巡护员项目。

现状和联系方式
http://www.nt.gov.au/nreta/wildlife/marine/research.html#debris

领导人：Shane Penny先生
北方领地自然资源、环境和艺术部
澳大利亚北方领地Brinkin
shane.penny@nt.gov.au

在一些社区，原住民土地议事会资助了社区项目。他们从
联邦政府拿到钱，还有一点钱来自州政府。他们一开始跟
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后者也贡献了资源，帮助启动项
目。但后来由于策略转变，世界自然基金会就不再参与项
= 海洋巡护员项目保护区域

地图4

项目时间：2000-2009
资金来源：北方领地自然资源、环境和艺术部（DNRETA）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目标是监测和清理冲上澳大利亚北方领地沿岸原住民社区
海滩的海洋垃圾。

问题2：谁是参与者？
参与者是当地社区居民，澳大利亚保护志愿者组织的志愿
者，以及自然资源、环境和艺术部的员工。世界自然基金
会的员工也参与了前期的一线工作。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澳大利亚北方领地是人口稀少的区域，周边有Timor
海、Arafura海和北边的Carpenteria湾。原住民占人口的
30%多，一部分住在海岸边的偏远社区，只有坐飞机、坐
船或在旱季开四驱车才能到达。大约十年前，一些当地社
区的议事会开始提到，大量的垃圾冲上了他们的沙滩，还
有海龟和其它海洋生物被网缠住，命运堪忧。这些海洋动
物是原住民的食物来源，还被当地社区认为是神圣的。这
个项目是海边的原住民启动的。他们的代表是当地土地议
事会。

目的一线工作了。
2006年，北方领地的自然资源、环境和艺术部（DNREA）
从WWF处接手了这个项目。项目拿到一个三年的资助。现
在资助要结束了，项目没拿到更多的钱，正在找其他方法
继续做监测。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与社区的关系一直很好。碰到的唯一问题跟文化有关。如
果社区正在举办仪式，或者有人刚去世，那就没有人去做
事情了。这通常不会提前通知，有可能你到了一个社区，
想做些事情，但人们都不在；或者你到不了想做调查的区
域。但一般来说，人们很愿意帮忙，也很愿意参与。

项目地点是社区自己选定的。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然后联
系外面的组织，寻求帮助，设计一些东西。目前大约有七
个社区定期参与。还有几个社区在过去的几年里断断续续
地参与。有一段时间，监测欢迎任何人参加。他们希望找
到一点钱可以继续工作，或派些人到那边帮助他们把方法
设定好。

项目试图让社区参与科研工作，培训社区做些简单的数字
工作。许多巡护员团体做这些事情。虽然没什么报道，但
这些技巧还是在其它项目中传了开来。要是启动另一个项
目，巡护员可以使用这些技能，并将之进一步发展。项目
希望让人们都参与进来，而不被认为是政府官员来收集数
据然后消失。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问题7：你使用了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社区代表找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寻找帮助，希望建立一个
监测项目，并找到清理海岸线的方法。

社区监测项目综述

监测由当地社区成员完成。一些情况下他们是志愿者。另
一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政府项目上工作。此外，项目还得
到澳大利亚保护志愿者组织的一些帮助。他们在三个点上
工作。一些情况下学校孩子也来帮忙。任何人能来都可
以。安排好日期，然后就看社区的资金和基础设施的情况
安排车辆。有时候需要其它资源，偶尔需要当地矿业公司
的帮忙。接下来，大家安排几天扫荡沙滩，再安排几天分
类、计数和称重。监测通常在十月和十一月进行，但有些
地方安排在其它时间。

问题8：你如何组织 数据管理？
DEREA开发了一个完整的微软Access数据库，用来存储海
洋巡护员项目收集的数据。回收垃圾的人通常来查询数据
库，看巡护员收集的塑料的重量，希望能用上这些垃圾。
此外，还留一份数据拷贝在社区，因为这是社区的数据。
数据库的电子版总结还往外发布。每年做一份总结。以
前，这些总结还挺技术性的，但过去几年改成了简单易懂
的图表文件。这些地方读写和计算能力有限，所以把文档
弄得简单易懂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的报告得
到了社区的好评。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总体上，海洋巡护员项目依靠的是志愿者。对参与者没有
补偿，除了一些人从政府项目上得到一点报酬。这些人通
常被分配去做社区工作。因为本来也没多少事情，所以垃
圾监测开始时他们很高兴能参与。监测工作提供食物和
水。在一些地方付给运行费用。对经济补偿的要求其实不
是个问题。
有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拿到不准确的信息。人们在鉴定海洋
垃圾上存在困难，这是必须要处理的。许多社区参与者看
不懂数据表格。发现这样的问题后，表格中加上了照片，
这样不识字的人也可以识别垃圾了。这很有效。
此外，有时候如果垃圾特别多，参与者很快就没了兴趣，
尤其是外面特别热的情况下。为处理这个问题，调整了每
天的工作安排：早上工作两到三小时，然后休息，下午再
回来做分类。有时候文化问题是最难克服的。在一些社
区，人们是按照不同的时间段工作的。一些巡护员想做监
测工作，但只有该监测的时候才有监测工作。项目花了大
量的时间来协调这些人，让工作继续进行。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收集海洋垃圾的信息已经帮助社区鉴别垃圾的来源，并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海洋巡护员项目的一个结果
是，一些社区更关注他们的沙滩，自豪感也增强了。项目
区内的一个社区以前没意识到一半的垃圾来自他们自己。
一旦意识到，沙滩上马上树了很多“不要乱扔垃圾”的牌
子。他们真的为工作自豪，也有了能控制后果的感觉。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理解社区的现实很重要。这个项目的经验是，培训手册的
字越少越好。用大量的图画和照片来解释要做的事情，是
很关键的。另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了解人们到底如何使用
收集来的数据。来查数据的人，大多是想做塑料回收的。
对他们来说，重量，而不是数量，才是重要的。我们做了
很多信息分析，但实际上不是很必要。
另一件要注意的是，当一个地方有好几个社区监测项目时
会发生什么。鬼网项目和我们的项目同时开展，主要是从
沙滩上把网收走。它的经费也要多得多。一些社区权衡过
我们项目的钱和要做的工作量，跟其它工作量少但报酬多
的项目相比。这里肯定有竞争。人们到目前位置还没有说
不干我们的工作，但这是人们在晚餐时会谈论的问题。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很不幸，项目刚刚没钱了。我们希望继续做，但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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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项目团队需要决定要做什么。大约有一半社区特别希
望继续做。因此，只是把钱搞定的问题。项目做了一些“
清网工具箱”，放在当地的巡护站。当地人任何时候想去
做调查，都可以自己去做。但是，涉及到人们花费的时
间、船和汽车需要的汽油，这就有问题了。一些社区经费
蛮充足，另一些社区他们的汽车都快散架了。没有外界的
支持，社区继续做这些事情要困难得多。

亮点
成就：
• 在非常偏远的地方组织系统的监测和数据收集
• 帮助社区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收集了对其他人
有用的信息
• 社区志愿参与活动

改善的机会：
• 提高社区读写能力
• 稳定和充足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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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海冰-人-气候项目（加拿大，格陵兰，美国）

Siku-Inuit-Hila（海冰-人-气候）项目研究阿拉斯加的Barrow、Nunavut的Kangiqtugaapik和格陵兰的Qaanaaq等地
因纽特人社区在海冰中生存并从海冰中谋生活的不同方式。该研究的目标不仅是简单地了解人类/海冰的关系，
还希望协助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原住民之间、当地海冰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尽管分隔万里，文化和语言
各不相同，这些团体共享关于海冰的知识和经验。海冰-人-气候项目综合应用各种基于社区的研究方法，监测海
冰，收集关于海冰的当地和传统知识，并促进参与项目的社区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Shari
Gearheard博士是海
冰-人-气候项目的负责人。她是人类-环境相互作用、传统知识研究、北极环境及变化以及基于社区的研究方法等
方面的专家。她也是Kangiqtuqaapik Nunavut的居民。

现状和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Shari Gearheard博士
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校区
全国冰雪数据中心
加拿大，Nunavut，Kangiqtugaapik
shari.gearheard@nsidc.org

项目时间： 2006-2010
资金来源：竞争性基金，美国科学基金会项目号#0624344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这项研究考察三个不同社区中人类和海冰的关系：阿拉
斯加的Barrow，Nunavut的Kangiqtugaapik和格陵兰的
Qaanaaq。项目有三个主要目标：协助三个社区中当地海
冰专家之间、当地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知识交换；支持不
同的专家检查和记录海冰的特征、变化和使用，包括三个
地点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这些社区中开发并实施海
冰的社区监测。

问题2：谁是参与者？
参与者是三个社区中的当地海冰专家（猎人和长者）。每
个社区中有六到七个专家定期（通常是每个月一次）聚会
参加项目活动，其中三到四个还到其它社区参加交换旅
行。项目上的五位科学家来自加拿大、格陵兰和美国，包

括冰川学家、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这些科学家拥有基于
社区的研究和海冰状况与监测方面的丰富知识。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项目由社区成员和研究人员共同启动。项目开始前，在每
个社区双方都已经建立了长期的关系。社区成员参与了项
目的所有过程，包括设计、研究、后勤、分析和监管。项
目建立在几年前两个社区（使用交换方法）参与的试验项
目的基础上。因此在写项目建议书争取经费的阶段，人们
就已经参与了，帮助设计和撰写。项目充满兴奋和希望。
人们很想知道，“我们的想法真的能拿到资助吗？”动力
当时就已经有了。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试验项目是在Kangiqtugaapik（Clyde河）和Barrow之
间做的。选择这两个社区是因为项目研究人员跟当地
有非常好的关系。拿到新的资助后，把格陵兰加了进
来。因纽特人环北极理事会（ICC）跟项目联系，建
议哪个社区可能有兴趣参加。ICC是研究合作伙伴，它
建议了Qaanaaq。ICC帮助讨论项目，并咨询Qaanaaq社
区。Qaanaaq当地政府非常希望参与项目，他们自己组织
会议，讨论由哪些当地专家来组织Qaanaaq的核心团队。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项目由美国科学基金会（NSF）资助。ICC提供了一些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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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支持，带当地专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和交换，并提供
了大量的配套支持。项目还从健康加拿大组织拿到一些资
助，经费来自项目团队写的一本书。
项目是在成功的试验项目的基础上做的。先小规模地实验
一些东西，有效果，新项目再继续扩大。这可能是申请成
功的原因。此外，美国科学基金对当地知识越来越感兴
趣。项目的旅行部分，用来协助所有这些人和地方之间的
知识交换，费用惊人。参与者很感激NSF能看到其中的价
值。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后勤支持（通过基地田野服务机
构）。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社区成员是项目研究人员。他们跟科学家一样起到相同的
引领作用。他们带领着非当地社区居民的科学家。但是，
非当地居民的科学家中，一个在Kangiqtugaapik住了一段
时间，其他人和Barrow社区有长期而广泛的联系。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项目有三个部分。第一是人的交换。参与者访问不同的社
区，学习当地的海冰知识，冰上活动以及相关的技能。每
个参与的社区组织一次交换。一共有12到14个人去到不同
的地方，在每个地方花两到三星期。在每个地方，他们将
尽可能停留在冰上。每个地方的主人计划冰上旅行。
在Barrow，从捕鲸船长协会获得春季bowhead鲸捕猎期间
的上冰许可。Kangiqtugaapik来的人特别兴奋，因为在他
们老家没有bowhead鲸捕猎活动。格陵兰来的人也一样。
参与捕猎让参与者亲身实践冰上经验，学习Barrow的海冰
知识和使用。在Kangiqtugaapik（坐雪地机器通过峡湾并
露营）和Qaanaaq（坐狗拉雪橇到下一个社区Siorapaluk
然后返回）也组织了类似的冰上活动，这是项目学习和知
识交换的关键。
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在每个社区建立海冰工作组，定期开会
讨论对冰况的观察和冰上的经验。他们着重讨论这样的问
题：冰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正常情况下冰应该做什
么，记录关于海冰的知识和语言。他们还讨论当地海冰观
察站的技术监测结果，这是项目第三部分的内容。
在每个地方，当地监测员设立三到四个海冰观测站，记录
冰况的各种数据。经过项目冰川学家的培训，在两名项目
研究人员设计的观察手册的指导下，当地居民收集海冰的
定量数据，包括海冰温度和厚度的参数。监测方法很简
单，但获得了强有力的数据。这个方法如此成功，以至
于其它社区要求选派海冰-人-气候的监测员到他们的社区
去，帮助设立类似的监测。例如，加拿大Nunavik的海冰
监测项目，已经转用这种方法了。这有希望成为北极地区
更大监测网络的基础。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数据存在社区，与项目冰川学家分享，用来协助分析和
报告。在Kangiqtugaapik，数据存在TIttaq遗产和研究
中心。在Barrow，数据存在Barrow北极科学组织。在
Qaanaaq，数据将存在当地政府。社区决定他们想把数据
存在哪里，如何分享。很快会有一个讨论，是否要把原始
数据分享给更多的人（有一些发表的结果，团队也在写一
本书）。此外，所有的社区都希望扩展监测活动。至今
Kangiqtugaapik已经成功获得了额外的资助。如果有更多
的长期监测，将会制定详细的数据管理计划。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参与者拿报酬。他们是研究人员，就像科学家拿报酬一
样，当地研究人员和监测员也领薪水。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最开始的时候海冰监测有些问题，监测员记录了错误的测
量结果。但那些是简单的问题，只要指出来，很容易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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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监测员对他们的工作很自豪，希望能做对。当然，
一开始的时候监测员需要花些时间学习技术，但现在他们
已经习惯了，能够独立运行监测站（从建站，到监测，到
撤站）。
通讯是个挑战，因为北极太大了。至今为止通讯都蛮成功
的，但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给大家打
电话，给大家发电子邮件（甚至给大家寄传统邮件）。语
言，也是个挑战，因为项目希望尊重每个人的语言，文档
是用所有语言写就。最终还是钱的问题。比如说，这本书
是英语的，但最理想的是每种当地语言的版本都有。领头
的研究人员很难对哪一个社区说，“对不起，但我们没有
钱做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平衡各个语言，寻找
翻译支持，可能是最好的策略。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最核心的是收集和分享的知识，但人们之间的联系同样重
要。当参与者一起旅行，那是一段知识交换非常密集的时
间。不仅是关于海冰，还关于人，生活。参与者意识到，
这些“知识拥有者”，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猎人，都是有着
非常有趣的人生故事、家庭、幽默感等等的人。在冰上一
起进行长距离的旅行，或者一起飞行，还有住在一起，大
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事情还创造了推动项目继续进
行的动力。人们不想因为自己那部分没做而让朋友失望。
所有的因纽特人都特别喜欢认识其他社区的人。看到他们
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海冰是所有参
与者的公约数。有的科学家投入了一生的精力来认识海
冰，对海冰满怀激情。甚至于有什么事情跟因纽特人的不
一样，大家也都有话要说。
在一次最后的聚会上，当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交换旅行的
结尾，大家甚至哭了起来。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亲
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彼此。当你让大家围
着桌子哭泣，这就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了——有更深的东西
在里头。项目开发的海冰监测站操作手册已被证明非常有
效。希望它可以指导其它社区做类似的工作。操作手册可
以在网上下载：http://nsidc.org/pubs/special/nsidc_special_
report_14.pdf。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任何人想做基于社区的工作，他/她应该已经或必须要跟
社区中将作实际工作的某个人或某个团体建立联系。除非
住在社区里，他/她需要跟当地人或当地组织建立合作关
系，一起推进项目。这是推动项目往前走并使项目在当地
有意义的关键。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海冰-人-气候项目的结果正在写成一本书，主要由当地海
冰专家撰写和配图。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是从实际生活在海
冰中并依赖海冰生活的人的角度，展示冰上的生活是什么
样的。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包
括公众、学生、科学界和工业界。但海冰-人-气候项目第
一批受众是社区自己。这些社区中的人希望在自己人中认
识并分享对他们而言宝贵而重要的东西。
项目资助快要结束了，项目如何、是否以及用什么形式继
续还有待观察。在Kangiqtugaapik，人们已经找到资助继
续维持海冰监测站，在Qaanaaq，当地监测员也希望继续
观察。在Barrow，跟其它海冰监测项目的合作可能将当地
的观察继续下去。

亮点
成就：
• 开发了当地社区用简单但有效的方法建立海冰监测站
的操作手册，手册可以用到其它项目上
• 提高不同国家的因纽特人的联系的融合活动
• 跟科学家和原住民社区建立了成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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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的机会：
• 获得长期资助，维持观察和研究网络
• 将项目结果和产品翻译成多种土著语言的额外资金

3.3.8 雪之变（加拿大，芬兰，俄罗斯，美国）
雪之变合作机构是一家芬兰的非营利机构。它成立于2001年，目的是记录原住民对气候和生态的看法。Tero
Mustonen先生从一开始就领导着这个机构。雪之变的使命是赋权原住民，让他们能做自己的研究。机构在北极国
家做项目，跟当地原住民社区一起工作。雪之变应社区和/或科学家的要求启动研究。北极国家之外，机构在新西
兰、印度和澳大利亚还有合作伙伴。所有的研究活动——通常包括科学家——都是基于对环境方面的传统知识的
详细收集。知识收集通过采访收获者，有时对访谈录音或录像。研究结果存档在雪之变办公室，社区和研究人员
都可以获得。每年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会议，将各个国家的参与者带到一起分享经验。估计有2000人参与过项目。

国际事务部主任：Tero Mustonen先生
主席：Saija Lehtonen女士（每年轮换）
芬兰雪之变合作机构

，以及关注传统知识的科学研究。比如，在芬兰南部（波
罗的海海岸边）的Merikarvia社区中开展的海豹猎人环境
观察项目，其目标是找出当地知识对这个地区发生的环境
变化的看法。在ECORA项目中，雪之变对当地居民进行调
查，以找出这一区域（Chukchi,Yukagir和Even）的原住
民是如何在自然资源使用中应用传统知识的。

项目时间：2001-正在进行

问题2：谁是参与者？

资金来源：各种政府和私人资金

雪之变跟研究人员建立合作关系，根据需要实施项目。合
作方还有其他组织和研究机构，比如北方论坛、Yakutia
科学院（俄罗斯联邦）、萨米议事会。这些年来，大约有
2000名原住民参与过雪之变的项目。

现状和联系方式：www.snowchange.org

问题1：项目的主要目标和活动是什么？
雪之变合作机构是一个包括各种项目的项目，目标是记录
原住民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的看法。雪之变的活动包括教育
和文化活动（手工艺展销会，研讨会facilitation，等）

问题3：谁启动了项目？

社区监测项目综述

31

第一次会议是1996年跟萨米人开的。在2001年的一次会议
上，一位因纽特女士谈到是什么将北极的所有原住民联系
到一起。所有人都认为是雪。接着谈话转向讨论气候变
化，以及人们应该积极看待变化这一事实。变化是人们可
以影响的，而不只是负面和破坏性的。通过把这两个词连
起来，他们想出了雪之变项目这个主意。组织项目花了好
几年来。2001年，第一个项目开始。雪之变的策略是以社
区为中心。完全取决于人们想做什么。雪之变自己不启动
项目。

土著和传统知识整体性的本质。你不能只关注一个话题，
就像指标物种，而不关注其它东西。这给设计调查带来了
挑战。科学家不应对知识的所有权敏感。社区里的人拥有
他们的知识——科学家没有。在公布给公众之前，应该跟
社区商议，而且社区群众应该有机会加以审核。很难把妇
女的观察包括进来。妇女应该是研究的中心，因为她们是
许多生计活动的关键。但在一些文化中，传统上只有男人
能接受采访。

问题4：项目地点在哪里，如何选定的？

通过过去十年的工作，雪之变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已经
积累广泛的材料，并跟社区和科学家分享。根据研究结
果已经出版了几本书，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主要
的收益是记录和保存了传统知识。例如芬兰的Merikarvia
社区，这是芬兰少数几个依然讲述他们故事的社区。通过
培育长期的关系，雪之变正在帮助社区发展社区监测的能
力。

雪之变在许多北欧、北美和俄罗斯的社区有项目。一些项
目是在芬兰的Sevettijärvi和Merikarvia，还有一些在俄罗斯
的Krasnochelje和Kolyma地区。雪之变不挑选社区，但与
社区对话。如果社区表示有兴趣，那么雪之变就实施一个
项目。

问题5：寻找资助有多困难，花了多长时间？
雪之变从教育和文化活动中有一些小的收入，但核心经费
和项目经费来自不同机构和组织。包括：芬兰自然保护
部、芬兰科学院、芬兰MFA、萨米议事会、巴伦支海秘书
处和其它机构。

问题6：项目研究人员和社区是什么关系？
典型的雪之变项目是这么组织的：
• 收到社区的申请后，雪之变组织访问社区，听取社区
关注的事情。
• 雪之变设计研究，有时候跟科学家或其他机构合作。
• 团队回到社区，解释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社区开会
批准这项工作。
• 团队在社区住上相当时间，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受到
邀请则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

问题7：你使用哪种监测类型和方法？
研究人员对当地居民进行开放性访谈。有时候训练当地人
做访谈，但访谈只在团队在村子里的时候进行。如果得到
允许，将对访谈录音和录像，并记录访谈位置。

问题11：你认为项目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问题12：你想给要开展类似项目的人什么建议？
雪之变最重要的经验是，社区应该有机会继续他们的生计
活动，并能够讲他们的语言，这是继续保存传统知识的首
要条件。记录不能保存传统知识；知识只有在人们使用的
时候才能存在。社区监测是诱使人们使用传统知识的方法
之一。

问题13：你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未来？
雪之变既成功又有效。好多数百万美元的项目消失了，但
雪之变还在。它是草根的，也没有扩大的计划。雪之变的
优势之一是项目组织的成本收益高。它通过跟北极的社区
和组织建立长期关系来做工作。获得基层的支持是可持续
社区监测活动最重要的条件。没有支持北极社区监测的长
期基金。当地人应该贡献他们自己的时间来收集信息。如
果跟社区有良好的关系，不需要花多少钱。雪之变试图不
用钱来定义这些关系。

亮点
成就：
• 基于灵活性和创新性策略的长期性

在芬兰南部海豹猎人环境观察项目中，雪之变的研究人员
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到社区来，用文字和地图记录波罗
的海的海冰使用情况，以及海冰和海豹的互动。将猎人的
口头历史与科学数据进行比较。

• 跟北极之外的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雪之变跟萨米理事会合作已经在两个社区开展了十年的
工作。这两个社区是芬兰的Sevettijärvi和俄罗斯Kola半岛
的Lovozero。工作是记录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观
察。2000年和2002年收集的观察作为个案研究被收录到北
极气候变化影响评估的第3章。

• 为北极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问题8：你如何组织数据管理？
雪之变办公室保存所有访谈、录音/录像记录和其它项目
资料的电子档案。所有访谈都转写了。所有材料都编写了
元数据。对数据的获取由收集数据的社区决定。雪之变只
存档社区允许保存的数据。当地居民还指定他们想要的最
终产出。雪之变遵从所有要求。

问题9：志愿者vs付薪员工和参与者：你如何在项
目中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个困难的话题。北美的社区监测通常要求补偿，那边
的费用要比俄罗斯和北欧高不少。例如，在俄罗斯每个社
区每年的活动大约花费一万到两万欧元。雪之变一般同时
在六到八个社区开展工作。绝大部分预算都花在到各个社
区访谈的差旅上。雪之变只在给补偿已成规矩的社区（大
部分在北美）给参与者一些补偿。

问题10：你碰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跟研究人员一起工作会可能令人沮丧，因为他们难以理解

• 赢得了社区的信任
• 鼓励原住民社区珍视并实践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 赢得了200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熊猫奖最佳全国环境项
目奖项

改善的机会：
• 与科学家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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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尝试并成功者的建议
上一部分的访谈对社区监测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涉及的
实际问题提供了有用而有启发的记录。既然没有社区
监测的正规教科书，那么从这些项目中学习就是进入
这一领域最有成效的方法。
虽然回顾的项目千差万别，在“学到的经验”部分，
对于社区监测还有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下面就是这些
经验的总结，受访项目的负责人认为是项目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组分和活动。
提前计划：
• 与具备合格人员的机构建立联系，安排充足的时间
设计和开发社区监测，这点很重要。项目合作团队
需要多样化，包括各门类的专家，从研究人员到社
区领导人到政府官员，这点很关键。
• 研究人员应该已经或必须跟社区中某人或某团体建
立关系，这些人或团体是实际执行项目的。除非住
在当地，研究人员需要跟当地人或机构合作来开展
工作，为之提供培训和其它支持。
• 调查已经获得的知识或信息；检查前人的研究，在
此基础上设计项目。
• 做长期计划，精打细算，稳扎稳打。从一个小项目
或预实验开始，之后慢慢扩大。
• 安排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培训当地工作人员。
为意料不到的事情做好准备：
• 保持灵活性和愿意做出改变很重要。经常出现在社
区中——有合适的人驻点，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很
重要。
跟社区相关：
• 土著和传统知识只有人们使用才能继续存在。社区
监测是诱使人们使用传统知识的一个方法。通过更
多地关注他们的环境，从工作中获得自豪感，社区
能发展出能控制环境资源利用的后果的拥有感。
尊重社区：
• 了解参与项目的社区的生活历，尊重他们的时间安
排。
• 如果社区的兴趣和支持不大，不要实施项目。
• 尊重社区认可的性别角色，但不要忽视妇女，因为
她们是有关许多生计活动的知识的关键人物。

与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建立联系：
• 社区监测是任何大尺度监测项目中非常宝贵的部
分，因为没有当地居民的参与，不可能收集到北极
广阔区域的全年数据。
• 允许数据跨学科比较的定量方法扩展了社区监测数
据的应用范围，资助机构也因此对社区监测更感兴
趣。
考虑可持续性：
• 社区监测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在人际关系上
的投资决定了最终的成果。付出才能获得。
• 获得当地支持是可持续的社区监测最重要的条件。
目前在北极还没有对社区监测的长期资助。当地民
众可以自己花时间去收集数据。跟社区的良好关系
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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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社区监测项目的开展
从上节得出的更具体建议，对正在开发社区监测项目
的人员有帮助。下面的建议是社区监测的主要组成部
分，不过不应看做是囊括一切的工作计划。这些任务
按照项目典型的阶段时间表逐一解释。有些活动不一
定吻合拨款周期，不过可以包括到规划阶段中，在这
一阶段，所有活动都为实际的监测活动做准备；监测
活动（数据收集和处理）属于实施阶段；报告阶段包
括围绕数据分析的活动。

4.2.1 规划
社区监测往往是研究项目中事后才想起来的部分。项
目建议书对社区监测措辞模糊，只有在项目获批后才
真正开始计划社区监测的活动。这太晚了。社区监测
应得到项目其它部分的同等对待，在项目设计和项目
建议书准备的阶段就应做计划。
合作：建立团队
第3部分每个项目的负责人都强调过，社区监测的根
基是合作研究。跟社区、研究人员和其它伙伴建立联
系是成功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需要认识到，社会
科学家在开发合适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即使
项目目标是监测生物资源，使用生物学取样方法或其
它“硬科学”研究的方法。
预见竞争并做准备：搞清楚社区中正在发生的其它事
情
一些社区，特别是交通相对方便的，备受研究人员青
睐。如果项目计划在这样的社区开展工作，有必要搞
清楚是否有其它项目计划在同一时间。如果社区对研
究项目不胜负荷，居民可能不愿意再参与新的项目，
不管有多少益处。对可用的工作人员也会有竞争。
及时做出决定：选择能满足项目目标的社区监测类型
和方法
社区监测的设计没有模版，但关键组分众所周知。确
定哪些是实现项目目标所必需的组分，则是项目负责
人的职责。2.2小节展示的社区监测决策树，描绘了为
特定项目选择社区监测类型的可能决策过程。参见2.3
小节的总结表，为社区监测的不同类型确定相应的方
法。
提前做好准备：准备好项目数据组织系统
一旦决定了项目采取的社区监测类型和适合该类型的
方法，那么能收集到哪种数据就很清楚了。在收集数
据前就要设计好数据的组织和存储系统，这会帮助极
大。很可惜，虽然数据管理、分析和报告的问题在项
目开始阶段就应做好准备，却往往被忽视，没有安排
充足的预算。Excel和Microsoft
Access这样的软件
很常见，许多其它软件包就需要一名专家来指导数据
收集和存储的过程。隶属于大型研究项目的项目，数
据管理的要求通常更具体。社区监测项目常见的问题
时，收集的数据通常不符合为其它学科构建的数据类
型。社区监测数据的格式和媒介多种多样，不应低估
能包容所有数据的系统的设计难度。数据管理的可用
资源有很多。软件越复杂，非专业人员处理起来就越
困难。（见附录1。）
项目开发人员应努力保证：
• 收集的信息能转化成数据。
• 监测方法可重复，而且信息收集能轻易标准化（不
管是谁来观察和记录，方法是一样的）

• 项目人员能使用合适的软件来处理和组织数据。
• 数据存储在潜在用户能轻松检索到的地方。
• 说清楚数据使用的条款，既反映社区的要求，又符
合相应法律的要求。
• 创建元数据，并广为传播。
有效沟通：需要优先考虑
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非常关键。在项目早期就要安排
沟通计划。可能的话，挑选或聘用专门的人员来负责
沟通。对那些起源于社区外部、只跟社区居民做过少
量咨询的项目来说，跟社区开始正确的沟通是当务之
急。下面是一些如何达成沟通的建议。
显而易见，在联系社区之前，研究人员应尽可能地
了解可能参与项目的社区，包括它们的文化和管理结
构。
需要准备的材料：
• 用简单的语言结合图画和照片等材料介绍项目。
• 强调项目目标和社区关心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并做
好根据社区建议调整项目的准备。
• 说明研究人员如何向社区报告工作成果，以及社区
可以如何使用这些成果。
• 根据在当地做事情的真实花费（提前了解租金、工
资、沟通费用等等），准备好在社区开展工作的实
际预算。
联系谁：
研究政府结构，首先接触合适的人或机构，并坚持得
到他们的回应。（关于北极国家的当地和土著政府机
构的更多信息，见附录7。）合适的话，使用当地的媒
体做项目介绍和简短的陈述。
怎么联系：
• 要意识到在乡村和土著社区，人们的沟通方法可能
与我们不同。如果试图沟通无果，不要泄气。
• 找一位权威人物向社区介绍你，并表示对你项目的
支持。
限于资源或时间，有可能难以完成以上建议的规划阶
段的任务。但是，上述任务完成得越多，项目后续出
现的问题就会越少。

4.2.2 执行
从技术上来说，项目得到资助并启动后发生的项目活
动，属于项目执行阶段。这节强调信息收集、数据的
生成和处理——也就是组成社区监测的活动。
前面提到，社区监测项目多种多样，难以给出一份普
适的建议。下面是本书第3部分受访项目负责人提出的
一些问题。几乎所有项目都在以下方面面临过不同程
度的困难：提供足够的培训和能力建设，保证充分的
沟通，留住工作人员，项目监管和质量控制。
提供足够的培训
任何需要社区成员参与的社区监测活动，都应该计划
充足的时间和经费来开展培训。有时把所有参与人员
带到中心城市培训会容易些，但在社区内部一对一的
培训可能更有效。在土著文化中，学习是通过观察和
练习来完成的，而不是在课堂上记笔记。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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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高级员工应该在项目期内访问社区，以便提供持续
的培训和解决问题。培训不应该看作是一次性的研讨
会。培训手册有帮助，但不能替代手把手的培训。
寻找可靠的当地员工
找到合适的人在社区做工作至关重要。当社区领导层
对项目感兴趣并支持项目活动，他们会推将合适的社
区成员来承担项目工作。足够的补偿也会对留住最能
干的人有帮助。安排项目工作计划时要考虑收获季节
的活动，以免引起缺勤的问题。
保证工作监管和质量控制
不管培训多少次，按照规则和操作流程来实施总会有
困难的。要成功处理这类问题，要保持活动组织的灵
活性，还需要适宜的反馈。要持续监控收集进来的数
据，保证选用的方法和执行能提供想要的信息。如有
可能，要做出调整。但是，在人群调查的例子中，方
法改变要推迟到下一周期。如果调查方法中途改变，
可能会影响数据分析。
参与正在进行的沟通
在大多数社区监测项目中，研究人员并不住在开展项
目的社区里。应尽可能利用各种技术手段，保证每
周一次的沟通。项目外部的沟通和社区内部的沟通一
样重要。只要有可能，媒体、会议、当地的会议和事
件，都应该用来告知公众关于项目的信息。

4.2.3 报告
根据项目周期的长短，可以有几次报告的机会。在项
目的所有阶段，定期汇报都是重要的。本节的建议针
对项目的结题报告（项目结束后或项目的相当部分已
经完成了），但也可以应用于其它的项目报告。对正
在进行的监测项目，定期报告总体的发现和监测结果
非常重要。
最常见的问题是项目完成（或部分完成）后还需要一
段时间来准备报告。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用科学语
言写就的报告，外行民众看不懂，特别是社区成员。
图2逐步展示了一种方法，如何在监测活动结束后让社
区知情。
第1步
监测活动都结束后，准备一封简单的感谢信，发给所
有参与者，感谢他们的贡献，并告知项目结果和最后
报告的时间表。合适的话，在乡镇议事厅组织会议，
向当地有威望的人士报告项目进展。
第2步
大约一个月后，项目总结材料和任何拿得出来的结
果，都应该发给社区。这些材料应该是简洁生动的（
手册、海报）。幻灯片和短片也是非常好的媒介。
第3步
项目最终产出应该在社区内做报告，最好是在项目结
束后合适的时间内由项目负责人来做。必要的话，材
料要翻译成当地语言。任何时候，只要有有可能，都
需要准备研究结果对社区可能有什么用处的建议。报
告不仅限于谈话和汇报。经费允许，还应该考虑电影
和书。
一个项目成功结题为社区内部的其它机会打开了一扇
门。这很重要，因为监测项目也希望，长期开展的活
动和积累起来的社区兴趣和支持，将保证未来的合作
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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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报告阶段沟通计划示例

活动结束后
感谢信
最终报告和结果的时间表
社区中心的会议
向当地权威人物报告
在媒体上宣布

一个月后
介绍项目活动的手册、海报
能拿出的结果
社区的参与

越快越好
科学报告
简单易懂的总结
对社区的建议
交流结果的视频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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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各种形式的社区监测如此之多，不可能设计单一的普
适方法。设计社区监测项目的每个组成部分，都需要
考虑具体的情景。简单说来，有特定的国家、地区、
文化、社区需求、科学需求和政府规定。总的说来，
关键是能理解这些部分如何拼到一起，以保证项目的
成功。
许多领导社区监测项目的研究人员，对这项工作满怀
激情。他们是独立的思考者，不惧怕打破藩篱。他们
从不照本宣科，而是设计社区监测实践的“本”。他
们的一些实践和建议在本手册中也有体现，希望以此
鼓励读者继续发现，书写社区监测的新篇章。
第3部分中，受访项目的负责人认为重要的建议，绝
大部分是关于处理社区监测的进程的，如项目设计、
组织和人际关系。毫不奇怪，绝大部分困难都来自各
个进程上的缺陷。值得指出的，本手册提到的所有挑
战，与许多在偏远地点实施的研究项目面临的挑战是
类似的，比如难以找到合格的人员、保证复杂的后勤
供给、与当地政府和居民建立融洽的关系、寻找持
续的资助。这也说明，在很多情况下，社区监测的成
败，决定于同样影响任何科研或自然资源管理活动的
因素。
一个结论是清晰的：社区监测将持续下去。如项目
综述所显示的，有很多成功，也有很多需要解决的困
难。研究人员对一些问题有共识，而对另一些问题看
法截然不同。这些问题是什么呢？
项目体量和资助水平差别很大。第3部分提到的项目，
资金量从每年几千美元到几十万美元都有。
规模小、花费小的项目可持续性更好吗？
几个长期监测项目的领导者强调说，适中的资金和可
管理的体量是长期持续性的关键。确实，第3部分总
结的项目中，运行时间最长的是花费相对小的（见表1
）。但是，那些项目的组织和运行政府机构都有相当
程度的参与。政府机构提供官员、工作人员和技术支
持。算上这些支持的话，这些项目的总费用可能会高
得多。这些项目的长期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的参
与。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项目能够定期提供跟社区相
关的结果。所以，跟政府主管机构结成伙伴关系是项
目长期持续的有用步骤。
项目产出和结果跟项目体量和资助水平有关系吗？
大项目最显著的优势在于最终产出，能提供组织得更
好的、质量更高的数据，以及其它产品，如书和电
影。因为这些项目团队通常具有更好的科研能力，他
们更可能做出发现，将科学往前推进。同时，这些项
目要扎根社区，也更加困难。
小项目适应性更强。当资助出现断档时，小项目更容
易继续监测活动。但是，如果资金不足，将难以吸引
和留住工作人员和参与者，积累的数据得不到正确的
处理，从而长时间内起不到作用。
许多项目从小项目开始，就像预实验，然后慢慢扩
大。几位受访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好策略。社区监
测是个新的研究领域，许多项目正在进入未知的领
域。测试实验性的想法，修改设计，然后扩大，这是
通往成功的好步骤。

接受采访的小项目的领导人认为，小的是好的。同
时，每个人都说需要更充足的资助。没有那个大项目
的负责人建议过缩小项目规模会带来改善。可以说，
每个研究人员都在设置跟可获得的资金相称的目标。
根本上，每个项目都在处理两个主要的挑战：如何资
助工作和如何维持资助。绝大部分长期监测项目是由
政府主管部门资助的，每年资助一次。它们预算有
限，但享受政府支持的好处，比如当地的官员和工作
人员。竞争性基金资助的项目往往预算更大，目标更
野心勃勃。这些项目有更好的配置来开发或测试新的
方法和策略。这是社区监测项目总是开始于竞争性基
金资助的研究项目的原因。成功的项目证明结果对社
会有价值，可以转给合适的政府主管部门，并通过村
或其它当地政府机构的直接参与由社区来“领养”。
除非按照这条路线努力，否则社区监测项目的可持续
性依然是个问题。
许多社区监测项目使用访谈作为数据收集的方法。
当地居民跟外来研究人员相比谁做访谈更好？
在社会科学中，关于使用当地居民访谈社区中其它
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依然没有
共识。成功的项目有不使用当地人做访谈的，也有用
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人，不能
做得像研究人员或研究生那样好。另一个赞同使用外
来研究人员的观点是，陌生人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因
为人们会努力解释当地人司空见惯的东西。其他研
究人员看到当地居民的巨大潜力，主张聘用并培训他
们。这会产生多方面的社会益处。一位采访长者的年
轻人不仅是为项目收集信息，还可能学到自己的文化
和传统的新东西。当然，不是研究人员的当地居民需
要培训，这要比解决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更耗精力。每个研究人员都需要权衡优点和缺点，然
后确定哪种方式对项目和预算最合适。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要不要付钱给当地的助手和参
与者。
付薪的员工要比志愿者好吗？
同样，关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共识。付薪的员工可能更
好，提供补偿可能是留住当地居民继续为项目工作的
唯一方法。北美和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泾渭分明。
志愿服务在北美的北极社区中并不典型。在许多调查
中，受访者希望能得到一些小的报酬或礼物。遵从社
区已经建立的规矩是唯一合理的做法。
所有项目都认识到在社区寻找和留住合格人员来监管
项目活动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依然是难以想象的
困难。一些项目因为缺少这样的人，完全陷入停顿。
许多社区糟糕的基础设施，使得项目运行变得很有挑
战。严重依赖几个能干的人，是许多社区监测项目的
阿基里斯之踵。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区监测项目
的增多，社区中最能干的人对项目的兴趣也会增加。
此外，社区监测项目，无论大小，在同等的资助水平
上，都是有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当地机构的能力来
运行社区监测项目。
这些问题在第3部分的大部分访谈中都没有提及。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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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是，有必要对社区监测活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做比较研究，探讨在科学研究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应用
社区监测的理论基础。而且，愿意同时在“硬”科学
和“软”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肯定是不够的。
当前，需要具有多学科学术背景的新一代科学家，需
要新一代的当地居民，他们像参与收获活动一样愿意
参与基于社区的研究项目。研究和自然资源管理机构
需要跟当地政府一起工作，更好地把社区监测实践融
合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中。当地知识——社区监测的基
础——是整体性的，对待社区监测、学术教育和政府
方法也应该是整体性的。
同时，自学和经验分享是关键。庆幸的是，已经有
许多成功的项目和资源——本书中已经强调过一部
分——鼓励对社区监测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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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Survey Design: A User’s Guide for Managing
Surveys, Interpreting Results, and Influencing Respondents,
Iarossi, G. 2006.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Cognitive Inerviewing:A“How to” Guide,Willis G.B., R.A. Casper
and J.T. Lessler. 1999. 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
Yukon North Slope Research Guide.
http://www.wmacns.ca/conservation/ltrmp/
research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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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北极社区的治理
Canadian Indigenous Governance Structure
Canadian Indigenous governance is divided among three
officially recognized groups:
1.

First Nations: First Nations represent approx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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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tribal organizations divided among all of Canada’s
10 provinces and 3 territo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Nunavut which is entirely Inuit. First Nations
overall is represented by the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http://www.afn.ca). The group is further divided among
24 Provincial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s (http://www.afn.
ca/article.asp?id=2952)
2.

3.

Inuit: The national Inuit organization in Canada is Inuit
Tapiriit Kanatami (http://www.itk.ca/ ) which represents
Inuit in four regions: 1. Nunatsiavut (Labrador), Nunavik
(Northern Quebec), Nunavut and the Inuvialuit
Settlement Region in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Métis: The national Métis organization in Canada is
the Métis National Council (http://www.metisnation.
ca/) which represents Métis in five provinces via the
following provincial organizations: 1. Métis Nation of
Ontario; 2. Manitoba Métis Federation; 3. Métis Nation
– Saskatchewan; 4. Métis Nation of Alberta; and 5. Métis
BC Natio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maintains numerous resources
related to Indigenous Peoples primarily under the auspices
of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 Canada (INAC http://www.
ainc-inac.gc.ca/ ). These include the Aboriginal Canada Portal
(http://www.aboriginalcanada.gc.ca/acp/site.nsf/en/index.
html), which contains a database of National Aborigin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sections o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traditional and ecological knowledge. In addition,
the portal provides a listing of more than 700 unique First
Nations, Inuit and Métis community pages with information
such as community home page, statistical profiles, tribal
council and other organization affiliations, mapping and
connectivity profiles.
Other Canadian government agencies maintain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related to Indigenous Peoples as well
and can be contacted for more specific information, these
include: Parks Canada (http://www.pc.gc.ca/), Fisheries and
Oceans Canada (http://www.dfo-mpo.gc.ca/), Environment
Canada (http://www.ec.gc.ca/), Natural Resources Canada
(http://www.nrcan-rncan.gc.ca/) and Health Canada (http://
www.hc-sc.gc.ca/). These agencies also maintain field offices
which may have specialized information about specific
regions of the country.
Local government/indigenous government structures in
Scandinavia
Sami: Sami governments in Scandinavia are represented
by Sami Parliaments that are political bodies. Currently the
Norwegian Saami Parliament (established in 1989) consists
of 39 representatives elected from seven electoral districts in
Norway. The Swedish Saami Parliament (established in 1993)
consists of 31 members and Sweden is considered an electoral
district. A new Saami Parliament in Finland was granted its
powers in 1996, and 21 members were elected. The three
Saami Parliaments do not have identical functions and tasks,
but they all share rights to raise questions and issue political
statements on all issu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 The three
parliaments form the Saami Parliamentary Council.
The Saami Council (NGO) is an umbrella organization of the
Sami people in Finland, Sweden, Norway and Russia and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56. www.saamicouncil.net
“The primary aim of the Saami Council is the promotion of
Saami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four countries where the
Saami are living, to consolidate the feeling of affinity among
the Saami people, to attain recognition for the Saami as a nation

and to mainta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of the
Saami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four states. (Norway, Sweden,
Russia and Finland). This objective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agreements between these states and the bodies representing
the Saami people, the Saami parliaments. … Saami Council
renders opinions and makes proposals on questions concerning
Saami people’s rights,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especially on
issues concerning Saami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ttp://www.saamicouncil.net/?deptid=2178
In general, there are no strict research protocols established,
such as in Alaska or Canada’s Northwest Territories, to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Sami Territory or with the Sami
people. A researcher should contact the relevant local Sami
organization and keep them informed of new research. This is
what has been done with projects like Snowchange.
The Sami Council has eight member-organizations from the
four countries;
1.

Guoládaga Sámi Searvi (GSS) - Saami Association of
Kola Peninsula

2.

Murmánskka guovllu Sámesearvi (OOSMO) - Saami
Association of Murmansk Region

3.

Norgga Boazosápmelaččaid Riikkasearvi (NBR-NRL) Saami Reindeer Herders’ Association of Norway. http://
www.nrl-nbr.no/cms/

4.

Norgga Sámiid Riikkasearvi (NSR) - Norwegian Saami
Association

5.

Riikkasearvi Sámi Ätnam (RSÄ) -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amiland

6.

Sámiid Álbmotlihttu (SÁL/SFF) - (People’s federation of
the Saami)

7.

Sámiid Riikkasearvi (SR) - Saami Association of Sweden

8.

Suoma Sámiid Guovddášsearvi (SSG) - Saami Association
of Finland

There are a number of other Sami organizations, and a list can
be found here: http://www.saamicouncil.net/?deptid=2182
The University of Lapland has a database that ha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conducted with the Sami people or in
their region. Database can be found at: http://arcticcentre.
ulapland.fi/radju/Tietokanta.aspx
Conducting research in Sweden
Guidelines on where to get information and financing
(EU
based):
http://ec.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
competing-through-innovation/conducting-research/
sweden/index_en.htm
Sweden’s own “The Researcher’s Mobility Program”: http://
www.researchinsweden.se/
Conducting research in Finland
Guidelines on where to get information and financing
(EU
based):
http://ec.europa.eu/youreurope/business/
competing-through-innovation/conducting-research/
finland/index_en.htm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Finland: http://www.tenk.fi
There are research guidelines developed by the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Finland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conducting research.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their own
norms and recommendation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Conducting research in Norway
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 provides advice and
financing for researchers: http://www.forskningsradet.no/
servlet/Satellite?c=Page&cid=1177315753906&p=117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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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906&pagename=ForskningsradetEngelsk%2FHovedsid
emal
Alask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U.S. Government
Alaska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re divided among the
twelve Alaska Native Regional Corporations created under
the 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 (ANCSA) in 1971. A
thirteenth corporation was also created to represent Alaska
Natives no longer living in Alaska. Within these corporations
approximately 230 Alaskan tribal entities are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http://www.doi.
gov/bia/index.html), which maintains a knowledge base
of usefu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ll federally recognized
trib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se
tribal entitie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ommunities as
members of different tribes may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
and some residents of communities may not be members
of any tribe. In addition to the BIA, other federal agencies
maintain a great deal of useful information and are involved
with programs concerning Indigenous People. These
include the National Parks Service (http://www.nps.gov),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www.epa.gov),
the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http://www.fws.gov), and
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http://www.blm.gov), all
of which a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http://www.doi.gov).
Alaska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State of Alaska
The State of Alaska maintains an extensive database of
community information online (http://www.dced.state.
ak.us/dca/commdb/CF_COMDB.htm),
which
includes
community information summaries, detailed community
information, local contact information, capital projects by
community and community photos. In addition, virtually
all state agencies work closely with Indigenous People and
communities, in particular, the Alaska 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 Division of Subsistence (http://www.subsistence.
adfg.state.ak.us/), which maintains the community
subsistence information system among other data.
Alaska Regional Corporations
The following Alaskan non-profit regional institutions
encompas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tate and are as follows:
•

Aleutian/Pribilof Islands Association (APIA)
http://www.apiai.org

•

Arctic Slope Native Association, Ltd.
Tel. no. + 1.907.852.9368

•

Association of Village Council Presidents (AVCP). Calista
region (Yukon-Kuskokwim Delta).
http://www.avcp.org

•

Bristol Bay Native Association (BBNA)
http://www.bbna.com

•

Chugachmiut. Chugach region (Gulf of Alaska, Prince
William Sound, Lower Cook Inlet).
http://www.chugachmiut.org

•

Cook Inlet Tribal Council, Inc. (CITC)
http://www.citci.com

•

Copper River Native Association. Ahtna region.
http://www.crnative.org

•

Kawerak, Inc. Bering Strait region.
http://www.kawerak.org

•

Kodiak Area Native Association. Koniag region.
http://www.kanaweb.org

•

Maniilaq Association. NAN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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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niilaq.org/home.html
•

Tanana Chiefs Conference (TCC). Doyon region.
http://www.tananachiefs.org

•

Tlingit and Haida Indian Tribes. Sealaska region.
http://www.ccthita.org

[List from http://justice.uaa.alaska.edu/rlinks/natives/
ak_natives_organizations.html]
Some Alaska Native communities own their land outright
and are not part of any regional corporation. An example is
St. Lawrence Island, which is jointly owned by Gambell and
Savoonga.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ederal, state and privately funded
research takes place frequently in many areas of Alaska. For
this reason regional entities have often developed research
guidelines for use in their communities. Researchers should
inquire about any local regulations or guidelines and
comply with them. The Alaska Native Science Commission
has developed recommendations for research in Arctic
communities (http://www.nativescience.org).
Russian Indigenous Governance Structure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Far East (RAIPON) can be
found at http://www.raipon.info/en/.
RAIPON was created in 1990 at the First Congres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The Association was
originally called the “Association of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USSR” and united 26 indigenous groups of the North. On
November 24, 1993 the Association was registered as public
political movement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Far East of Russian Federation” and on
July, 1999 it was reregistered at the RF Ministry of Justice as
All-Russia public organization and received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2174.
RAIPON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ts goals are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dvocacy for the legal interes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and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RAIPON unites 41 indigenous groups whose total population
is around 250,000 people. These people are represented
by 34 regional and ethnic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the
authority to represent these groups both in Russia 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ussian indigenous associations:
1.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края -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Primorsky Krai.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удэгейцев, нанайцев, тазов, орочей.
Members: Udege, Nanai, Tazy, Orochi   Tel/fax: (4232)
45-16-07. e-mail: mlicenter@yandex.ru, psulyandziga@
mail.ru, www.udege.org.

2.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Чукотки -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Chukotka.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чукчей, чуванцев,
эскимосов, эвенов, коряков, кереков, юкагиров.
Members: Chukchi, Chuvan, Eskimo, Even, Koryak, Kerek,
Yukagir, Tel: (42 722) 2-60-75, Fax (42 722) 2-17-09.

3.

Камчатская
краев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 Kamchatka
Reg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President: Tatiana R. Frolova,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коряков, ительменов, эвенов, алеутов,

46

相关资源

чукчей, камчадалов, Tel/fax: (4152) 49-01-32.
4.

5.

6.

7.

8.

9.

Мест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МНС «Корякия» -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Koryakia.”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алеутов, чукчей, ительменов, коряков,
алюторцев, камчадалов, эвенов. Members: Aleut,
Chukchi, Itelmen, Koryak, Alyutor, Kamchadal, Even
Address: 3 Lenin Street 29, Palana, Tigilsky Raion,
Koryaksky Autonomous Okrug, Russian federation
688000, Коряк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Тигильский
район, п.Палана, ул. Ленина 3 - 29.
Алеут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Ансарко» Камчат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leut District of the Kamchatsky Krai. Members: Aleut
Tel: (41547) 3-32, Tel/fax: (41547) 2-30, е-mail:  veratim@
mail.kamchatka.ru, aiarussia@yandex.ru.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вет   ительменов Камчатки «Тхсаном» - Interregional Itelmen Council of Kamchatka “Tkhsanom”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ительменов Корякского
АО. Members: Itelmen in Koryak Autonomous Okrug  
Tel: (41539)   28149, Tel/fax: (41539)   26629, е-mail:
zapo@mail.kamchatka.ru.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Совет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аха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Regional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Sakhalin
Oblast. Совет объединяет нивхов, нанайцев, эвенков,
ороков. Members: Nivkh, Nanai, Evenk, Orok, Tel/fax: 8
(4242) 42-50-35, 8 914 759 73 42, e-mail: rsup_kmns08@
mail.ru.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 Regional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Khabarovsk
Krai.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эвенков, эвенов,
негидальцев, нанайцев, ульчей, орочей, удегейцев,
нивхов. Members: Evenk, Even, Nigidal, Nanai, Ylchi,
Orochi, Udege, Nivkh, Tel/fax:   (4212) 30-90-47, Tel:
(4212) 31-38-44, е-mail: ulchi@inbox.ru.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Amur Oblast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эвенков. Members: Even Tel/fax: (4162)3547-36, е-mail: jialin59@mail.ru.

10.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Ассоциация ненецкого
народа “Ясавэй”» Ненец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округа Association of the Nenets People “Yasavey.” Tel: (81853)
4-91-64, Fax: (81853) 4-91-63, е-mail: vladpskv@mail.ru,
yasavey@atnet.ru, www.raipon.net/yasavey.
11.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ого АО
«Спасение Югры» - NGO “Spasenie Yugry” (“Revival of
Yugra”) of the Khanty-Mansiysky Okrug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ханты, манси, ненцев. Members: Khanty,
Mansi, Nenets, Tel/fax: (34671) 3-30-72, e-mail:
noviuhovav@admhmao.ru, www.admhmao.ru.
12.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Ямало-Ненецкого АО   «Ямал – потомкам!»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Yamalo-Nenets AO “Yamal for Future Generations!”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ханты, манси, ненцев.
Members; Khanty, Mansi, Nenets, Tel: (34922) 4-41-30,
Tel/fax: (34922)  3-46-64, е-mail: kui@salekhard.ru.

13.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Таймырского (Долгано-Ненецкого) АО Associ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Taimyr (Dolgano-Nenets) AO.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ненцев, энцев, нганасан, эвенков, долган. Members:
Nenets, Ents, Nganasan, Evenk, Dolgan, Tel: (39111)  5-88-33, Tel/fax: (391-11) 2-29-39, е-mail: malid@
dumatao.ru.
14.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Эвенкийского АО «Арун» («Возрождение»)
-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of the Evenkiysk AO “Arun” (“Rebirth”).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эвенков, Members: Even Tel: (3912) 63-6362 внутр, е-mail: koptelkova@mail.ru.  
15.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ренных мал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аха (Якутия) -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Sakha Republic. Ассоциация
объединяет эвенков, эвенов, юкагиров, чукчей,
долган. Members; Evenki, Even, Yukagir, Chukchi,
Dolgan, Tel: (4112)  43-53-80, Fax: (4112) 43-53-33 тел/
факс: (38822)   2-31-54, е-mail: Robbek_KV@iltumen.
sakha.ru, sumachakova@apra.gorny.ru.
16. Общество эскимосов ЮПИК - Eskimo Society “Yupik”
Tel/fax: (42735) 2-21-72, Tel: (427-35) 2-29-46, е-mail:
ainana@prues.chukotka.ru.
17. Мурм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Кольских саамов» - Murmansk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f Kolsky Saami.
Regional Governments in the Russian Arctic
•

Karelia, Republic: www.gov.karelia.ru
government@karelia.ru

•

Murmansk Oblast: www.gov-murman.ru,
english.gov-murman.ru

•

Yamalo-Nenets
yanao.ru

•

Krasnoyarsk Krai: www.krskstate.ru

•

Sakha (Yakutia), Republic: www.sakha.gov.ru

•

Chukotka Autonomous Okrug: www.chukotka.org

•

Kamchatksky Krai: www.kamchatka.gov.ru. E-mail:
cancel@kamchatka.ru

Autonomous

Okrug:

E-mail:
http://

www.adm.

附录8：知识体系的概念、术
语及其应用
ANKN - The Alaska Native Knowledge Network is designed
to serve as a resource for compiling and exchang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Alaska Native knowledge systems
and ways of knowing.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assist Native
people, government agencies, educato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gaining access to the knowledge base that Ala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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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s have acquired through cumulative experience over
millennia.

knowledge usually has less temporal depth than
indigenous knowledge according to Berkes & Folke
(2002) and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s created by
people from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EK exists not onl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 but also in non-indigenous, resourcedependent communities, such as farming and fishing
communities, as well among observant individuals,
whether from rural or urban backgrounds, and whether
original inhabitants or migrants (Schulman, 2007).
So LEK can be non-indigenous and non-traditional
knowledge about the environment among observant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Local knowledge itself
can be determined in many ways and Antweiler (1998)
has compiled these into a comprehensive list which is
summarized below:

http://www.ankn.uaf.edu/index.html
Terminology/basic concepts
•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ource: The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Group,
University of Alaska Anchorage.)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has often been
used in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 about indigenous
peoples’ knowledge that refers to a holistic world view
together with the practice and knowledge generated
through generations. The term “local knowledge”
is used typically as a generic term for knowledge
that is generated through local observations about
the local environment held by a specific group of
people (Berkes & Folke, 2002). The more specific
term loc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LEK) or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more widely interpreted term local knowledge.
In this research, we refer to LEK. LEK incorporates
the depth of the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as
Berkes & Folke write, “publications, data records,
and computer databases are often not adequate to
serve the institutional memory” (2002, p. 143). C.R.
Menzies writes that “All traditional knowledge is local,
but not all local knowledge is traditional” (2006, p.
DRAFT
* LEK
DOandNOT
108). What is common
for both
TEK isCITE
that
they are both detailed situated knowledge that can
be both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Local (ecological)

*

DO NOT DISTRIBUTE

Term, synonyms

Meaning, salient aspect, implicit significance, antonym

Indigenous knowledge
(internationally the most
widespread term)

Culturally integrated knowledge; knowledge of small,
marginal/non-western groups

Local knowledge

Knowledge rooted in local or regional culture and ecology

Traditional knowledge

Handed down, old, oral

People’s knowledge

Broadly disseminated knowledge, knowledge as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resistance, as opposed to elite knowledge

Community knowledge

Related to small social units

Everyday knowledge, practical
knowledge

Informal, practical, applied, as opposed to academic,
specialist, expert knowledge or as opposed to ritual
knowledge

Experiential knowledge

As opposed 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speculation

Experimental knowledge

Trial-and-error, as opposed to controlled experiment

Diversity of local knowledge, its branches and their various connotations.
(After Antweiler, 1998,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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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列表
ABC
Arctic Borderlands Ecological 		
		Knowledge Co-op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CIA 		

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GEF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AFN		

Assembly of First Nations (Canada)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CSA		

Alaska Native Claims Settlement Act

ICSU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ON		

Arctic Observing Network

IEM		

Integrated Ecosystem Management

BIA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USA)

IK 		

Indigenous Knowledge

BLM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INAC		

Indian and Northern Affairs Canada

BSSN 		

Bering Sea Sub-Network

IPY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ITK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ITK		

Inuit Tapiriit Kanatami (Canada)

LTK 		

Local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

MF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nland)

NGO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PS

National Parks Service (USA)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CAFF 		
Conservation of the Arctic Flora and
		Fauna
CBM 		

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

CBMP 		
Circumpolar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Progamme
CEMP 		
Community Ecological Monitoring
		Project
CMMP 		

Community Moose Monitoring Project

DNREA		
Northern Territory’s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he Arts (Australia)

RAIPON		
Russia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North, Far East and
		Siberia
RF		

Russian Federation

TEK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ECORA 		
Integrated Ecosystem Approach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and Minimize
		
Habitat Fragmentation in the Russian
		
Arctic (acronym derived from the 		
		
Russian name of the project)

TKW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Wisdom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A)

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FWS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WWF		

World Wildlife Fund

DOI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USA)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