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绿驼铃工作总结报告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框

架下，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018 年，

绿驼铃也在十九大的思想指导下，加强学习，积极开展各类环境公益活动，为社会公众提供

走进认识自然、参与保护自然的机会，满足人民对参与美好环境建设的需求。在这一年中，

绿驼铃主要开展了诸如水源地保护、体验式生态旅游、农村危废收集管理、环境宣传教育等

工作，以尽社会组织对环境保护的绵薄之力。以下，将绿驼铃 2018 年度的工作情况总结如

下。 

一、 组织发展状况 

（一） 组织能力建设 

2018 年，绿驼铃有专职工作人员 2 名，先后有 4 名实习生曾参与绿驼铃项目工作。虽然

我们的团队人员较少，但我们也积极参加学习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绿

驼铃先后有 12 人次参与了在香港、兰州、黄山、重庆等地开展的各类培训及工作坊，学习

内容包括妇女发展、环境教育、公民科学、儿童性教育、社会工作方法等。这些培训学习的

知识也都积极融入到我们日常开展的项目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我们也在

工作中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并把经验或教训撰写成文章，分享给他人。 

（二） 对外交流与合作 

2018 年，有 15 家组织、高校、企业的代表共计 28 人到访绿驼铃办公室，与绿驼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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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绿驼铃在与西北民族大学共同合作的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也得到了校方和社工同学的认可。今年，绿驼铃先后三次向 36 名社工同学介绍

了社会组织的运营及其工作情况，并向他们赠送了相关环保书籍，以助于他们更好的了解公

益行业，成为未来公益行业的中流砥柱。同时，我们也参与了西北民族大学的社工案例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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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绿驼铃以往的环境保护相关案例融入社工服务的教学中，让更多的社工同学深入了

解社会工作方法在实际服务中的应用。 

另外，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专业化，众多企业也积极投入到环保行业中。今年，

绿驼铃也接待了许多环保企业的来访咨询，希望能够与绿驼铃携手在危废收集、环保宣传、

垃圾分类等方面有更多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推动环境保护行动的落地。 

二、 绿驼铃项目工作 

（一） 公众参与甘肃省水源地保护项目 

公众参与甘肃省水源地保护项目是一项在兰州市地表水一级水源保护区——柴家台村开

展的社区综合保护与发展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参与式方式与社区共同探索绿色可持续

的发展模式，降低不当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水源地保护区的环境威胁，同时通过环境教育、生

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加深对水源地社区的综合保护。2018 年，在西固区西柳沟街道办事处、

柴家台村委会、圆圆幼儿园及社区居民的支持下，绿驼铃在柴家台村开展了丰富的社区工作，

综合来说，包括社区调查与旅游资源评估工作、环境宣教工作、生态旅游培训及接待试点工

作、水源地法律培训工作等。 

绿驼铃通过访谈、社区调查、查阅资料、绘制社区旅游资源地图等方式对柴家台的社区发

展情况、文化、旅游、历史资源进行综合评估。评估调查显示，柴家台村拥有优渥的自然环

境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适宜探索开展生态旅游的社区。另外，社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空间，但是在使用效率方面还有不足，缺乏多元化的村民自组织和文化生活，村民

业余生活显得较为贫乏，中年群体也缺乏继续发挥能量的平台。以上的调查评估结论都为我

们在柴家台的社区工作提供了指引。 

为回应社区的文化和环境教育需求，绿驼铃也在柴家台村开展了两场社区文化活动，分别

是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和“爱要大声说出来”亲子沟通活动。地球日主题活动面向社区幼儿

园的小朋友，通过实验、问答、游戏、绘画等趣味活动，向小朋友及幼儿家长传播水源地保

护知识和环保小常识。“爱要大声说出来”亲子沟通活动是与西固区母亲教育一起配合开展

的家庭融合教育活动，鼓励亲子之间的亲情表达和感恩回馈，活动中的“爱的抱抱”及一句

简单朴实的“我爱你”都让活动现场温情洋溢，留下很多感人画面。两场社区活动也让绿驼

铃与社区居民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和认识。 

体验式生态旅游活动是 2018 年公众参与水源地保护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通过推荐

优先招募了三户家庭作为生态旅游接待家庭，并对接待家庭的主人开展了相关生态旅游、项

目详情、接待准则等培训。在社区评估的基础上，我们也为柴家台村量身打造了许多丰富有



趣、接地气的生态旅游活动，包括水源地讲解、手工艺体验课堂、露天环保电影院、爷爷黄

河大讲堂、自然体验等，深受参与者好评。2018 年共开展了 2 期生态游活动，共有 30 名游

客参与了柴家台生态旅游活动。虽然参与柴家台生态旅游活动的游客还较少，但是却为柴家

台的村民打开了一扇生态之窗，让她们更加明白自己的生活与水源保护的关系。 

当然，在水源地保护区如何进行合理的发展和保护还需要遵守法律法规，我们也希望搭建

村民和政府的桥梁，把最新的政策动态用最简单的方式传达给社区村民。因此，绿驼铃联合

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的环境公益律师在村委会开展了“柴家台村水源地保护法律咨询会”，

为村民介绍了绿驼铃水源地保护项目、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及扶贫及最新的“三变政策”。 

除了在柴家台村开展的相关社区工作外，绿驼铃也在兰州开展了其他的环境宣传和法律培

训宣传工作，如 2018 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绿驼铃邀请著名环保诗人王者鲲老师在西北师范

大学开展激情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走在美丽的中国》。另外，我们也通过信息公开、法律

工作坊等活动与公益律师、环保社团、其他公益组织展开交流与学习。 

（二） 黄土高原环境健康项目 

绿驼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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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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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新一

期黄土高原环境治理项目继续按计划推进，内容主要包括：建立暖水村农药化肥数据库、垃

圾处理、以自然和农业体验为主题的生态旅游活动、暖水小学支教和帮扶、支持妇女学习小

组组建广场舞队等。 

绿驼铃同暖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暖水村村委会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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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对暖水村农药化肥使用情况的

入户调查后，项目在暖水村设置了农药废弃物回收点，安装回收专用垃圾桶和宣传告示牌，

委任农药废弃物回收专管员，对专管员进行了环境和安全培训，并为其提供了手套、口罩等

劳保用品。另一方面，绿驼铃也积极联系当地环保部门和各大农药生产企业，希望项目能得

到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妥善处理收集到的农药化肥废弃包装物。对于其它生活垃圾，倡导和

鼓励村民分类处理，跟帮扶工作队一起寻找合适的垃圾填埋点。该项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单位的技术支持，希望将该项目经验

和成果作为农村垃圾处理的试点进行推广。 

2018 年五一劳动节期间，项目与暖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兰州山野大玩家户外运动俱

乐部一起组织了一次“走进暖水”的生态旅游活动，以“旅游扶贫”形式支持贫困户发展，

共计 22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自然和农业教育——参与农田除草等农业活动，



学会区分不同的农作物，认识和采摘中草药，接近和感受自然；忆苦思甜体验——体验黄土

高原上偏远山村的农家生活，了解农村贫困问题的原因和出路；环保志愿服务——以志愿者

身份参与社区的农药化肥使用调查和宣传以及义务植树和垃圾清理活动。 

此外，绿驼铃一直关注暖水小学的环境宣教和假期支教活动， 帮助链接一千零一夜故

事软件和播放设备，给学校捐赠音柱，让孩子们在早上和大课间可以聆听很多有趣的故事，

增长知识。跟帮扶工作队和学校一起开展护泉小卫士的活动，孩子们每周定期的清理暖水泉

和村庄的垃圾，从小就树立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意识，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村上世

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水源和和环境。在 2017 年支教的基础上，2018 年绿驼铃积极联系由施永

青基金支持的西北师范大学“阳光助跑加油站”支教队员一行 5 人，详细介绍了暖水小学学

生情况以及寒假支教的体验，跟同学们讨论暑期支教课程内容设计等，并积极协助安排支教

队员在暖水村的行程住宿安全等相关事宜，为期 20 天的支教活动顺利开展，课程内容丰富

多彩，给孩子们学习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和乐趣。 

 2018 年 6 月，绿驼铃积极联系北京千苗计划千苗研学营，推荐暖水小学符合条件的 11

个孩子参加此项活动，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但由于马力镇突发罕见洪灾，道

路中断，被录取的孩子未能如期参加此项活动。绿驼铃向研学营说明情况，继续帮忙协调，

暖水小学于 12 月入选千苗学堂首批试点学校，暖水小学的孩子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质教育

资源和走出大山看世界的机会。 

 在前期对暖水村妇女小组和村社区文化活动需求调查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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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项目工作人员三次赴项目点组织召开妇女

小组会议，了解生态旅游接待家庭对活动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倡导组建暖水村广场舞队，赠

送音箱设备，邀请专业的广场舞老师来村里教大家学跳舞。项目中期也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专家赴马力镇暖水村了解和评估项目实施情况和效果，走访暖

水小学、村委会、农户，了解农药化肥减排、垃圾分类、社区妇女会议和广场舞活动等各项

内容，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8 月， 为丰富暖水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绿驼铃组织暖水村妇女召开广场舞讨论会议，

成立了“暖水天天乐广场舞队”，并为她们提供设备、学习视频等支持，鼓励她们自主丰富

文化生活。 

 随着近几年项目在暖水村的不断深入开展，绿驼铃也积极地与武山县环保局、马力镇

政府、暖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当地村委会和村民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和合作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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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推动建立农业废弃物综合回收处理机制，加强农业生

态环境保护，有效减少农资废弃物对土壤、饮用水及人体健康的影响，有效减缓农资废弃物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共同维护西部的青山绿水。 

（三） 寻找正在消失的中国大鲵项目 

寻找正在消失的中国大鲵项目是绿驼铃于 2017 年启动的一个物种环境科学调查与研究

项目，该项目通过在甘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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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绿驼铃曾开展了大量有关大鲵分布的桌面调研工作及调研问卷设计工作，并组织工作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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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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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白龙江流域兴起的非法挖金，对野生大鲵及其他鱼类造成了严

重的影响，近些年在严格环境执法后，非法采金已得到遏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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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绿驼铃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开展野生大鲵的社区调查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社区居民的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 

为使更多人了解野生大鲵的生存环境和对于水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意义，绿驼铃特别

组织了一期体验式生态旅游活动，而 2018 年恰逢汶川地震十周年，因此，绿驼铃组织生态

游游客再次回到绿驼铃曾经的项目点——甘肃省文县茶园村，来开展此次意义深远的生态游

活动。此次活动在报名阶段就广受欢迎，共有 46 名公众参与了茶园村生态旅游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历时三天，以家庭为单位，开展了大鲵保护现状的调查以及对大鲵历史分布区域社

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并在活动中穿插了其他有趣的内容，包括采茶、炒茶、户外体验、自然

和户外游戏、茶园小学环境宣教、社区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以及“512”地震 10 周年纪念活动。

活动深受游客及茶园村村民好评，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次不同的寻找野生大鲵的体验，从而增

强了公众及社区居民对大鲵的保护。 

三、 致谢 

绿驼铃一年来所开展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相关政府单位的指导帮助、环保机构及志愿者

的理解支持、项目点所在社区的陪伴成长，绿驼铃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是大家的努力付出，

辛勤工作，才有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才有西部环境保护事业的不断推进，才有更美好的生

态环境。 

在此特别感谢以下单位及个人。 



单位和个人： 

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 兰州市环保局 武山县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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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市西固区西柳沟街道办事处 兰州柴家台

村村委会  柴家台圆圆幼儿园 甘肃崇业税务师事务所 甘肃中立源律师事务所 澎湃新闻网 

兰州祖厉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太平洋环境组织（美国）驻重庆代表处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中心 兰州生态发展促进会 兰州新绿环境保护研究所 

甘肃沁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甘肃新星公益慈善中心 兰州山野大玩家户外运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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