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保护与乡村脱贫如何平衡？ 

 

2021 年寒假 实地调研项目 

生物 / 公共管理 / 商科 / 社会学 

 

你是否热心自然保护和公益，希望能够帮助中国的自然保护做一些事情？ 

你是否以后想进入自然保护类国际组织工作、为未来发展打下基础？ 

你是否希望利用自身专业背景开展一个真正的实地研究项目，完成高质量调研成果？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一、 话题背景 

2020 年年初的疫情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野生动物话题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向国际友人解释

“真的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吃蝙蝠”的同时，你是否会想起那带血的一幕幕——在边检中被发现蜷缩成

球状、等待被制成中药的穿山甲，在被曝光的马戏团后台望着垂死母亲的小黑熊，在野味餐馆的笼中

发出悲鸣的美丽禽鸟…… 

 

在国际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中国本土的野保事业却仿佛仍然处于公

众视线之外。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非洲国家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执法论坛上，莫桑比克代表在

听完中国代表所做的关于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介绍后，惊讶地表示：“不知道中国竟然这么重视野生

动物保护。” 

 

事实上，中国本土的野生动物保护不仅深受政府重视，而且积累了深厚的经验。中国第一个社会公益

型自然保护区—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老河沟的村民巡护人员  图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在位于四川省绵阳市被誉为“大熊猫故乡”的武平县，一处三川汇集、高峰耸起的秘境，是许多珍贵

的野性生命的最后栖息地。在川西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老河沟拥有较完整的森林植被垂直分

布带。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这里栖息安居。 

 

在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社区发展的相互关系，是野保界的一个重要难题。当地村民处于

贫困状态，所以可能会偷猎珍奇异兽，或者以忽视环境为代价发展农业。老河沟曾经也是这样，鱼类

在溪流绝迹，动物无法觅得踪影。1998 年禁伐之后，因为缺少管护，周边村民进山盗猎盗伐，没有

人在意这里的动物和自然保护。 

 



 

2012 年，桃花源基金会开始对老河沟进行保护和管理。基金会评论说：“我们在以科学的手段保护野

生动植物的同时，我们希望有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探索可持续的公益模式。”他们对保护区和

社区间关系的平衡极大助力了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成功运营。 

 
质朴的村民  图源：老河沟自然保护课程 

坐落于保护区内的村落由于交通闭塞、耕种面积狭小，村民长久以来面临着贫困问题。在桃花源基金

会的帮助下，村民使用有机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生态农产品。这一项目在保证农民受益的同时，也

为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生态扶贫”帮助村庄中的不少家庭实现了 1 万元以上的收入增长，村庄也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了成功

转型。新的生活方式让村民不再为生计所扰，无需进行破坏性的农业种植和偷盗偷猎，甚至开始参与

野生动物保护。许多村民在基金会的鼓励下，成为了林区的巡护人员。 

  
老河沟里的养蜂人和老河沟出产的蜂蜜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本次调研中南屋将与桃花源基金会合作，带领大家走进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探访周边山村进行深度的

社区调研，并与保护区一线工作人员探讨如何用自然资源促进贫困地区的社区发展。我们将作为中国

野保的新生力量，将调研成果从四川的大山深处带到全国甚至国际平台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野

生动物保护和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模式。  



 

二、 项目简介 

本次项目为一次项目制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更是一次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中南屋将带大家走进中国第一个“民营”的自然保护区—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去探究保护区的运营现状如何？民间公益组织在管理自然保护区时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在自然保护区

和周边村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我们青年学生能够为野生动物保护做些什么？ 

Ø 项目时间： 

第一期：2021 年 12 月 24 日——2 月 28 日（实地调研时间：1 月 24 日-1 月 30 日） 

第二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3 月 6 日（实地调研时间：1 月 31 日-2 月 6 日） 

Ø 项目地点：四川省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Ø 具体课题与成果产出： 

各小组将在导师的辅导下选定调研问题，进行调研，调研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老河沟村民如何看待自然保护？动物保护如何与乡村脱贫共赢？ 

适合专业：社会学、人类学、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等 

- 高科技如何助力自然保护区实现信息化科学保护？ 

适合专业：生物学、环境科学、动物保护、计算机、理工科等 

- 如何帮助老河沟社区的生态友好产品打开市场？ 

适合专业：商科（如商业分析、市场营销）等 

- 如何通过传媒的方式传播自然保护理念？ 

适合专业：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等 

学员将根据感兴趣的调研问题进行分组（3-4 人/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并完成一

篇 1000-1500 字的英文调研文章，或 2000-3000 字的中文调研文章，客观呈现实地调研成果。

不仅如此，在实地调研的最后一天，学员还将以小组 presentation 的方式，向老河沟自然保护

区管理人员汇报研究成果，为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优秀文章将发表至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公益、媒体平台，例如《中国发展简报》、《公益

时报》、《中国环境新闻》等中文平台， China Focus（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术网站）、

The China Africa Project、China Global Dialogue 等英文平台。 

Ø 谁可以报名？ 

- 想要在 NGO、国际组织、社会企业工作 

- 想要了解商业赋能公益的模式，对野生动物保护感兴趣，希望拓展国际视野 

- 高中生、本科生为主，研究生、博士生、在职人士可参加，优秀初中生也可破例参加  



 

三、 项目亮点 

1. 学术性——不亚于任何科研活动： 

学员将接受专业社会研究方法训练，开展田野调查，产出与自己年龄、身份匹配的学术性文章，体现

自己的学术分析能力。 

2. 公益性——不亚于任何志愿者活动： 

学员将关注真实的社会问题—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并针对这一议题开展调研，体现自己的社会

责任感与社会服务意识。 

3. 实践性——不亚于任何实习实践： 

学员将如同实习一样，基于老河沟自然保护区的需求：不断探索社会公益型保护模式，在团队合作中

完成可以写到简历里的项目成果，体现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与工作能力。 

4. 独特性——让面试官眼前一亮： 

不同于普通动物保护志愿者，学员将在导师指导下作为调研员深入保护区内部，探究保护区的创新运

营模式以及在实地落地的发展情况，并在调研文章中呈现自己的思考与成长。 

5. 影响力——并非自娱自乐与自我满足： 

学员将为本次项目的客户--老河沟自然保护区提供公益咨询，基于调研献计献策，助力他们的可持续

发展。 

6. 导师——有趣有梦的老师陪你成长： 

黄烨导师曾作为国际组织项目研究员，在十余个非洲、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开展过野生动物保护

等方面的深度调研和公益项目，将能从野生动物保护以及保护区运营的专业角度给予学生指导，并

且为学生提供不同地区发展模式的比较视角。 

 

四、 项目收获 

1. 一封高含金量的英文项目证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孵化的社会企业中南屋颁发的英文项目证书。 

2. 一篇专业的调研文章：分小组完成深度调研文章或实践成果，优秀文章有机会发表在权威平台。 

3. 一封权威推荐信：优秀学员将有机会获得项目导师的推荐信，助力求学申请。 

4. 一段毕生难忘的调研经历：融合学术、公益与现实意义的独特调研经历，谱写自己的成长故事。 

  



 

五、 项目具体安排 

1. 线上课程与行前准备（实地调研前一个月） 

Ø 背景资料阅读：学员将通过阅读项目导师精心准备的中英文文献、纪录片等项目相关背景资料，

建立对调研课题的认识和理解。 

Ø 线上课程学习：学员将学习中南屋世界公民系列视频课程，构建项目所需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

力技能。 

- 国际公益课：如何理解国际视野中的公益？ 

- 国际调研课：如何完成一次调研？ 

- 国际视野课：如何理解国际野生动物保护？ 

- 文章写作课：如何写一篇深入浅出的好文章？ 

- 公众演讲课：如何做一次精彩的公众演讲？ 

- 旅行安全课：如何在旅行中保护自己？ 

Ø 前期线上调研：学员将根据课题进行分组，以小组形式完成前期 desk research，为实地调研做

准备。 

 

2. 实地调研（第一期：1 月 24 日-1 月 30 日；第二期：1 月 31 日-2 月 6 日） 

在为期七天的紧密调研行程中，学员将在中南屋导师的带领下，与丰富的调研对象进行深度交流。学

员需要每日整理当天的调研笔记及准备采访提纲，并进行调研写作。项目导师将带领学员进行当天调

研回顾，为各小组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包括讨论课题方向、提供作品修改意见，督促学员完成调研作

品。学员将在项目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高质量的调研作品，并在项目总结会上进行调研成果汇报分享。 

Ø 参考日程安排： 

- DAY 1 学员陆续抵达四川省绵阳市，导师接机／站，全员一起前往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基

地，熟悉保护区环境，举行项目启动仪式及团队破冰。晚上，学员分小组准备调研提纲。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2 保护区运营模式学习。参访老河沟自然保护区办公室，对话保护区管理人员，了解

保护区的林权改革历史、社会资金投入保护地的发展以及保护区运营的现状和挑战，学习

这里作为中国第一个“民营”的自然保护区，如何实现“科学”保护与“绿色”发展共

赢。晚上，整理调研笔记。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3 社区入户调研。走访生活在保护区外围-扩展区的普通百姓人家，了解农户的生活现

状和需求，倾听世代在此生活的农户对于动物与环境保护、以及保护区和周边社区平衡发

展的看法，理解社区工作的重难点。晚上，在导师指导下制定调研文章框架。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4 科学监测。跟随保护区专业巡护员，了解保护区的日常生态监测体系，学习保护区

如何利用手持野外终端、视频监控设备和数据分析管理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对保护地内的

动植物资源进行监测。晚上，开始撰写调研文章。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5 调研生态友好型企业和养殖户。访问与保护区合作的企业和养殖户，学习和探讨如

何改进生产方式，提高所生产农产品的品质，开拓消费者市场。学习保护区如何以生态扶

贫的方式，协助周边村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晚上，完成调研文章初稿，导师

当面反馈修改。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6 森林巡护。在森林巡护的过程中，倾听巡护员从林场员工转变为巡护员的故事，以

及锻炼痕迹识别能力、GPS 使用能力、地图制作能力等。下午访问保护区外的蜂蜜酒厂，

调研社区生态农产品的推广现状和挑战。晚上，修改完成文章二稿，准备项目结项

presentation。 

  

图源：桃花源基金会 

- DAY 7 召开项目总结汇报会议，各组进行 Presentation，中南屋导师和老河沟自然保护区

工作人员给予反馈，返回绵阳市，导师送机／站。 

   
*行程可能根据学员调研课题和调研进展进行调整，详细行程在线上行前培训时说明。 

 

 



 

3. 后续辅导与反思总结（实地调研后一个月） 

Ø 作品发表：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由中南屋推荐投稿，发表至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杂志、网站

等平台。 

Ø 推荐信：项目导师将为优秀学员提供推荐信，特别优秀的学员有机会获得中南屋创始人的推荐

信。 

Ø 个人回顾：我们鼓励学员把田野调研经历吸收融入自己的学习成长旅程，完成个人回顾文章，优

秀文章将有机会发表在中南屋公众号上。 

Ø 活动延展： 

我们鼓励学员将本次调研活动延展为长期的实践活动，实地调研结束后，我们鼓励学员撰写与本

次调研主题相关的长期活动策划书（活动建议时长：一个学期至一年），项目导师将为学员的活

动规划提供建议与指导，可以参考的活动规划方向： 

- 开展线上/线下主题相关分享会、读书会，分享自己的调研心得 

- 在学校创办与调研主题相关的社团，开展社团活动，号召同龄人参与 

- 开办调研主题相关的公众号，增强话题的传播广度和社会影响力 

- …… 

  



 

六、 项目导师 

 

黄烨老师 

中南屋资深项目导师。她曾作为国际组织项目研究员，在十余个非洲、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开展

过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的深度调研和公益项目。2017 年，她的野保故事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

节目《中国有我》；2018 年，她作为青年代表，在央视《开讲啦》节目一带一路肯尼亚专场

对话撒贝宁；2019 年，她作为特邀嘉宾，在哥本哈根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2020 年，她带

领近 20 名青年学生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实地调研学习亚洲象保护。 

*若项目导师的安排有所调整，我们将会安排具有同等学术背景的导师，确保项目质量。 

 

七、 交通与食宿安排 

1. 交通：中南屋为学员提供往返项目地点的购票建议（机票、高铁票等），为学员安排合理的行程。 

2. 饮食：中南屋为学员提供安全、卫生的饮食，主要为当地特色的家常菜。午餐和晚餐可保证 5 菜

1 汤及主食，早餐配有牛奶、水果，确保饮食安全与营养均衡。 

3. 住宿：中南屋为学员提供安全、清洁的当地特色民宿，离保护区仅 15 分钟车程。住宿条件相当

于中国大陆二星级和三星级宾馆的标准（标间，独立卫浴）。 

  
*参考住宿条件，以项目实际情况为准 

  



 

八、 安全保障 

1. 安全须知和行为规范：中南屋向学员提供详细的《安全须知和行为规范指导》，内容包括项目中

的安全注意事项、行为规范、紧急联络方式等，确保学员的人身安全。 

2. 安全培训会：中南屋将在项目启动时开展安全培训会，强调项目中的注意事项，加强学员自身的

安全意识。 

3. 项目地提前考察：中南屋导师对于每一个项目点都进行了多次详细的考察，确保项目地的安全和

项目质量。 

4. 老师全程陪同和联系：中南屋导师将全程参与项目的行前准备和实地调研，实地期间，导师将每

天与学员家长联系，实时同步实地调研的行程、照片和文字消息。 

5. 疾病预防：参加国内项目一般不需要接种疫苗。中南屋导师将为每个项目准备常见药品、医疗包。

实地调研中，有突发状况的学员，中南屋导师将在第一时间陪同就医。 

 

九、 如何报名 

1. 申请要求： 

- 认同中南屋“中国世界公民”的理念：“拒绝成见，拥抱多元的文化”、“拒绝狭隘，热爱人类

与自然”、“渴望学习，叩问全球的知识”、“渴望联结，讲好中国的故事”。 

- 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 

- 乐于合作，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2. 费用说明： 

- 项目费用包含：导师辅导费用（含线上课程、实地调研及后期辅导）；项目所在地住宿、基本餐

饮、交通费用；保险费用；给自然保护区的公益支持费用；活动物料费用。 

- 不包含：往返项目地四川省绵阳市机场／火车站的交通费；项目期间个人消费。 

  



 

十、 优秀学员成果展示 

《THE CHINA-AFRICA PROJECT》：所有关注非洲、关注中非问题的国际学者和国际组织都会定

期阅读的中非领域最有影响力国际政策性媒体平台，经常邀请国际关系顶级学者进行专访和座谈。 
链接：http://www.chinaafricaproject.com/prospects-african-handicrafts-china/ 
 

《GLOBAL TIMES》：由人民日报主办的富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报刊。 
链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40902.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China Global Dialogue》：关注国际青年学者及实践者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平台。 
链接：https://chinaglobaldialogue.com/2019/04/09/the-paisano-relationship-of-170-years-

between-china-and-peru-past-present-and-future/ 

 

《中国发展简报》：中国顶级公益资讯平台。创办于 1996 年，是一个为公益慈善行业提供专业的观

察、研究、网络平台支持与服务的中英文双语平台。 

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1720.html 

 

 

 

 

 

 

 

 



 

十一、 优秀学员故事 

- 普林斯顿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一 

知名藤校，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 

 

来自北京的 J 同学成功录取普林斯顿大学。J

同学曾跟随中南屋参与 2019 年 2 月埃塞俄比

亚东方工业园海外调研项目，去了解中国人走

进非洲的现状以及他们如何遇到来自外界媒体

的误解。她于 2019 暑假再次回到非洲，深入

肯尼亚华人社区聆听华人故事，并成立了“海

外华人之声（VOCO）”平台，用世界能理解

的语言讲述海外中国人的真实故事，希望改变

世界对中国人在非洲的刻板印象。 

- 宾夕法尼亚大学 - 

U.S. News 2020 美国大学排名第 6 名 

全球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著名的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 

 

来自 UWC 常熟的王同学成功录取宾夕法尼

亚大学。王同学曾跟随中南屋，围绕“本地

野生动物保护法律的执行对中国人参与野生

动物制品贸易的影响”的话题在肯尼亚开展

实地调研，并跟随中南屋导师前往比利时比

鲁塞尔，出席国际顶尖会议 CAAC，发表论

文成果。她说：“非洲期间，在老师带领下

做了很多采访，写了不少论文，不过最重要

的 是 学 会 了 看 问 题 的 多 面 性 ， 也 深 刻 认 识

到，理想主义是需要脚踏实地的 practical

手段来达成。” 

 

  



 

十二、 为什么选择中南屋 

 

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的中南屋介绍 

中南屋是一个帮助中国青年走向全球、筑梦一带一路的平台和一个致力于世界公民教育的社会企业。

我们关注中国企业走出去、野生动物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等三大主题，为中国青年提供调研、游

学、实习、义工等项目制学习和国际交流机会，希望培养一代具有国际视野、全球竞争力、世界公民

意识的中国新青年，并通过他们的行动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可持续发展。 

中南屋 2014 年诞生于肯尼亚，现总部设于上海复旦大学科创园。成立以来，中南屋与美国约翰霍布

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南非斯坦伦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英国国际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世界自然

基金会等数十家国内外顶级机构合作，完成了大量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等话题

的调研课题和实践项目，也因此获得了 CCTV 纪录片《中国人在非洲》、新华社、BBC、经济学人

等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与关注。 

同时，中南屋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孵化的组织和哥大国际发展项目非洲实习基地，专注青年教育，

已先后带领 500 余名中国青年走进肯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巴西、秘鲁、厄瓜多尔、柬埔

寨、越南等数十个国家，帮助他们通往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顶尖学府。 

 

中南屋受到国内外知名媒体的广泛报道 

  



 

十三、 中南屋全球合作伙伴 

        
 

                         

                
 

                 

           
        

 

 

 

 

 

 

 

 

 

  



 

十四、 常见问题与解答 

1. 我该如何选择最适合我的项目？ 

中南屋的每一个项目都会对应某个具体的社会议题，以及相关的专业。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专

业方向、时间安排进行选择。中南屋的咨询老师也会为每位咨询项目的学员提供深入的咨询，了解学

员的情况，为学员提出个性化的建议。 

 

2. 项目参与的门槛高么？ 

中南屋的项目根据主题、内容的不同，会对学员有不同的要求。例如部分项目会对英语能力有要求。

学员报名时，中南屋导师也会进行一次项目面试，主要是了解学员的兴趣、方向与时间投入的情况，

这也是对项目质量的保障。 

实地调研项目对调研能力、沟通能力会有一定的要求。但是项目开始前我们也会提供大量的中英文背

景资料，提升项目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项目期间，同学们也会在中南屋导师的辅导下提升自己的学

术能力、调研能力、沟通能力、写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3. 项目如何分组？ 

项目的课题分组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兴趣、专业、团队协作 

（1）导师根据调研主题，给出具体的参考课题 

（2）学员对课题进行优先级排序，说明自己选择的理由 

（3）导师根据学员的选择、专业、写作语言、学术能力进行搭配分组 

（4）导师与学员确认分组，如有特殊情况，导师将与学员具体沟通 

 

4. 课题小组的行程是一样的吗？如果是完全不同的行程，那老师怎么带的过来呢？ 

课题小组的行程是一样的，这是为了保障学员的安全与成果。实地调研期间导师和团队全程共同出

行，每个小组将从不同的课题角度进行调研。导师全程陪同可以观察到同学们在调研中的错误与优

点，及时反馈；不同小组之间的配合与讨论，也可以相互补充思路，为调研提供更加全面的角度。 

 

5. 实地调研时间这么短会不会学不到什么东西？ 

我们将大量的调研学习浓缩到了高强度的 7 天当中，我们在丰富的调研项目经历中不断精修调研行程

安排，最终规划出 7 天的行程。但其实我们的项目并不止 7 天。在出发之前，我们会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行前准备和案头研究。在实地行程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开展后续辅导与反思总结，帮助学生将本次

调研活动延展为长期的实践活动。 

 

6. 发表平台是什么级别的，在申请中有什么用？ 

我们将根据文章的主题和内容，将优秀的文章推荐至合适的平台进行投稿发表。往期学员投稿发表平

台包括但不限于：知名国际关系、中非关系学术研究平台《中非青年》（中文）、国家级政策和咨询

平台《中国发展简报》（中/英文）、国家级公益界权威报刊《公益时报》（中文）、国际关系与国

际发展领域著名学术研究平台 THE CHINA-AFRICA PROJECT（英文）、知名报刊《GLOBAL 

TIMES》（英文）、美国著名大学 UCSD 的中国研究平台 CHINA FOCUS（英文）等、由哥大及

JHU 教授担任指导顾问的学术平台 China Global Dialogue（英文）等。 

文章发表是对学员学术能力、社会责任的认可，中南屋在这些平台上发表文章的同学被哥大、杜克、

宾大、乔治华盛顿大学等世界名校录取。 

 

7. 往返交通怎么安排？ 

项目导师将为学员提供航班或高铁的班次建议，同学们可以自选交通出行方式到达项目地，我们的导

师会在机场和高铁站进行接送。在项目进行期间，也会由项目老师全程带领学员到达相关调研地点。 

 

附：项目证书（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