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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背景下湖平面上升的
生计影响与社区响应

———以色林错周边村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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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冰川融化速率加快，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出现湖平面上升的

现象。通过青藏高原色林错的案例研究，发现湖平面上升淹没了周边地区大量的草场，畜牧业的衰退对当地牧

民生计造成严重影响，贫困化程度不断加深。然而，现行的草场承包责任制度弱化了牧民的应对能力，牧民自

发组织与合作起来，恢复了传统的草场集体使用方式，利用原有的地方性知识以适应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生计与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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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全球气候变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

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的关

于全球 气 候 第 五 次 评 估 报 告 指 出，从 1880 年 到

2012 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大约升高了 0. 85℃，并且

呈现加速升温的趋势。①中国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

变化司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国

家信息通报》中指出，自 1901 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

年平 均 地 面 气 温 上 升 了 0. 98℃，增 暖 速 率 接 近

0. 10℃ /10 年，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幅度。②

气候是影响水资源在固态、液态与气态三种状

态之间循环转换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变暖的背景

下，南北两极冰川融化加速导致海平面上升的现象

受到广泛关注，对于海平面上升的原因、现状、趋

势、后果、对策等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③全球变暖

同样导致藏区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的湖泊产生

湖平面上升的现象，已引起科学家的重视。④但湖平

面上升淹没湖周边草场，并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

后果，这一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
草场退化通常被归因于干旱的气候因素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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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过牧的草场利用方式，其中超载过牧更被认为是

草场退化的主因，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哈丁的

“公地悲剧”理论，即牧民出于经济理性的考虑会在

共有草场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个人的牲畜，从而引发

草原环境问题。① 所以实施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由

个人承包草场作为保护草原环境的措施，似乎有了

理论依据。但是草场承包的效果并不理想，传统的

游牧被“小农”方式的牧业所取代，牧民的放牧空间

被大大压缩，②“私地悲剧”式的环境问题非常突

出。③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
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角色特征决定了

政府在草原环境保护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④ 因

此，如麻国庆、马戎、王建革、朱晓阳等越来越多的

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放牧方式、组织制度与地方

生态知识，认识到其在保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中的

价值。⑤ 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探

讨了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与社区规范对共有资源进

行管理。⑥ 在这一思路的启发下，王晓毅提出了对

草场进行社区共管，与此类似，杨思远提出了草场

整合的管理方式，其核心做法都是解脱个体承包的

束缚，推进牧户之间的合作，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组

织制度，延续草场共有的传统，从而实现保护草原

环境的目的。⑦

本研究拟以青藏高原色林错为例，采用经验研

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在气候变化的背

景下，色林错湖平面上升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呈现

怎样的变化趋势，对周边地区牧民生计产生怎样的

影响，而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等问题。笔者的研究

团队从 2016 年起多次参与藏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

展的相关项目，对藏区社会、文化等都有较深刻的

理解。在与地方各级行政部门、农牧民的接触过程

中，以及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气候变化导

致色林错湖平面出现显著上升现象，对周边地区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 2018 年 6 月份，研究者

前往位于色林错附近的申扎县，针对气候变化、湖

平面上升及其影响与响应等议题进行田野调查。
调查所获取的研究资料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文献资

料，如地方志、政策法规文本、新闻报道、已有研究

文献等; 二是访谈资料，笔者进行深度访谈的对象

有县镇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村委干部、当地牧民

等。在丰富的研究资料基础上进行系统梳理与分

析，从而形成本研究。
申扎县位于藏北高原，县域面积 25546 平方千

米，人口 16400 人，平均海拔在 4700 米以上。申扎

县是西藏自治区的一个纯牧业县，全县有将近 3000
万亩的草场，主要饲养牦牛、绵羊、山羊等，第二、三
产业也主要是围绕牧业发展的加工业、观光旅游

业等⑧。
笔者所研究的泽村，在色林错附近，海拔相对

较低，相对湿润的气候条件使泽村拥有较好质量的

草场。2001 年实施草场承包责任制时，该村统计草

场面积总共为 634392 亩，人均草场 3000 余亩。全

村 200 余人，经济收入以畜牧业为主，除了部分村民

偶尔在周边地区打打零工，村里没有人常年在外

务工。

二、气候变化、冰川消融与湖面上升

在中国，气候变化导致的湖平面上升现象主要

出现在青藏高原地区。青藏高原是世界上中低纬

度地区最大的现代冰川分布区，除去两极地区，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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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世界冰川面积有 40% 左右分布在中国，①而中

国 79%的冰川数量、84%的冰川面积与 81. 6% 的冰

川冰储量分布在青藏高原。② 青藏高原湖泊众多，

绝大多数湖泊的水源补给来自于冰川融水产生的

径流，因此，青藏高原湖泊水量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十分显著。青藏高原湖平面的大幅上升不仅仅是

影响地理环境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
色林错地处藏北地区，青藏高原中部，岗底斯

山北麓，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申扎县、班戈县、尼
玛县的三县交界处。色林错是青藏高原形成过程

中产生的构造湖，是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湖泊，主

要的入湖河流有三条: 扎加藏布、扎根藏布与波曲

藏布，分别于北部、西部、东部注入色林错。扎加藏

布是西藏最长的内流河，全长 409 千米，发源于唐古

拉( 海拔 6205 米) 、各拉丹冬( 海拔 6621 米) 、吉热

格帕( 海拔 6070 米) 等雪山; 扎根藏布发源于甲岗

雪山( 海拔 6444 米) ; 波曲藏布发源于巴布日雪山

( 海拔 5654 米) 。因此，色林错水源补给属于冰川

融水补给类型，水量的多少直接受冰川融化的程

度、速率等因素影响。
色林错所在区域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的

趋势相一致，年平均气温都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
在该区域内有申扎、班戈两个气象站，达桑对1961 －
2008 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关于这两个气象站的地

面气候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该区域近 50 年来的

年平均气温以 0. 4℃ /10a 的速率显著升高。③ 并且

近年来气候变暖的趋势愈加明显，申扎县 1991 －
2000 年 10 年间的平均气温为 0. 2℃，2001 － 2010 年

10 年 间 的 平 均 气 温 为 0. 8℃，气 温 升 高 了 0. 6℃
之多。④

在气温升高的影响下，冰川融化速率呈现逐渐

加剧的趋势。杜鹃等人对色林错流域的冰川变化

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1990 － 2011 年间，色林

错流 域 冰 川 总 面 积 由 277. 01 平 方 千 米 减 少 至

242. 25 平方千米，20 年左右减少了 34. 76 平方千

米，退缩比例达 12. 55%，年均退缩面积 1. 66 平方

千米( 图 1) 。⑤ 由于色林错的三条主要径流———扎

加藏布、扎根藏布与波曲藏布的主要补给源为冰川

融水，所以随着色林错流域内冰川的持续加速融

化，当前径流量处于水量增多的阶段。

图 1 1990 － 2011 年色林错流域冰川面积变化趋势( 单

位:平方千米)

数据来源: 根据杜鹃等《1990 － 2011 年色林错流域湖

泊 － 冰川变化对气候的响应》整理绘制而成。

入湖径流量的大幅增加导致色林错在较短的

时间内水量大幅增加，出现湖平面上升的现象。从

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由于研究时段、测量手段、数
据来源等方面的不同，加之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

同研究者对色林错湖平面上升程度的结论存在一

定的出入，但是色林错湖面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的基

本结论是一致的。色林错湖面上升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至 20 世纪末的平

稳增长期，色林错湖面面积大约增加 100 － 200 平方

千米，扩张速率约为每年不到 10 平方千米; 二是

2000 年左右至 2006 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色林错

湖面面积大约增加 400 － 500 平方千米，扩张速率约

为每年 50 － 60 平方千米; 三是 2007 年之后再次进

入平稳增长期，色林错湖面面积大约增加 100 － 200
平方千米，扩张速率约为每年10 － 20 平方千米。⑥

随着色林错湖面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色林错湖面

积不断增大，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1600 多平方千米

增长为现今的 2400 平方千米左右，面积总共增加了

700 － 800 平方千米左右，与之前相比扩大了约 50%
的比例，已经超越纳木错，从西藏过去的第二大湖

变为现在的第一大湖。
色林错湖面上升的科学结论也被周边村民的

日常感知所印证。从 1997 年左右开始，泽村村民发

觉色林错扩张迅速，湖岸线年年向前推进，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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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每年可前进 400 － 500 米。村民估计，在近 20
年间坡度平坦的地方湖岸线大约已向前推进了 5 －
6 千米，坡度较陡的地方湖岸线也推进了 1 － 2 千米

之多。

三、湖面扩张、草场淹没与“气候贫困”

色林错湖平面上升的直接后果是淹没了周边

大范围的草场。草场是牧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

草场被淹没导致可供养牲畜的数量大幅减少，对于

以放牧为生计基础的当地牧民而言无疑是重大的

打击，不断下降的牧业收入使很多牧民陷入贫困化

的境地。
泽村是全县草场淹没情况最为严重的村庄之

一，村主任一边指着离湖岸约 2 － 3 千米的地方，一

边告诉笔者说: “这些和那些地方以前都是村里的

草场，我们以前一直都用来放牧，还建有牛羊圈舍，

现在统统都已经淹没在水面下了。”( 泽村村干部访

谈录，2018 年 6 月 7 日) 并且由于色林错湖面依然

处于上升阶段，被淹没的草场仍在继续扩大。
由于草场被淹没的问题非常严重，泽村村委会

特地对本村草场情况进行了摸底。据统计，2001 年

泽村开始实行草场承包责任制时，全村共有草场面

积为 634392 亩，但到 2015 年，这 60 多万亩草场已

被色 林 错 淹 没 328901 亩，淹 没 了 草 场 总 面 积

的 51. 8%。
全村草场由村里 27 户家庭承包经营。色林错

淹没 草 场 波 及 全 村 家 庭 19 户，占 总 承 包 户 数 的

70. 4%。其中，编号为 1、3、4、5 及 16 的 5 户牧民所

承包的草场全部被淹没，草场面积淹没过半的有编

号 2、7、8、9、11、14、15、17、18、19 的 10 户牧户，占总

户数的 37%，草场面积淹没最少的牧户也有 1 /3 左

右( 见表 1) 。
表 1 2001 － 2015 年申扎县马跃乡泽村草场淹没情况

草场淹

没牧户

编号

承包草场( 亩) 淹没草场( 亩) 淹没比例( % )

草场淹

没牧户

编号

承包草场( 亩) 淹没草场( 亩) 淹没比例( % )

1 23328 23328 100 2 38880 29878 76. 8

3 11016 11016 100 4 17496 17496 100

5 23472 23472 100 6 19764 6455 32. 7

7 26892 17980 66. 9 8 24300 14300 58. 8

9 29190 15728 53. 9 10 23652 10456 44. 2

11 26568 16648 62. 7 12 28332 10985 38. 8

13 26568 8969 33. 8 14 15002 8843 58. 9

15 34344 20320 59. 2 16 26568 26568 100

17 39024 20946 53. 7 18 54432 30548 56. 1

19 26892 14965 55. 6 总计 328901

数据来源: 泽村村委会提供。

湖面上升所淹没的草场不仅数量大，而且也把

村里最好的草场淹没了。藏北高原海拔较高，以高

原草场为主，草场质量总体并不太好。而沿湖周边

的地区，是泽村海拔最低的草场。海拔低的地区，

土层厚，有机质含量高，积温高，加之近湖相对湿

润，所以是牧草产量和质量最好的地区。正因如

此，泽村牧民都将畜牧生产的关键环节———接羔育

幼在沿色林错湖的草场上进行，以充分保证牲畜的

营养需求。
色林错周边是纯牧业区，草场是畜牧业生产中

最基本的资源条件，因此湖面上升导致的草场淹没

对牧民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牧民的收入

水平，甚至出现贫困化的现象。在色林错扩张影响

还不显著的 2001 年，泽村人均拥有牲畜 61. 98 个绵

羊单位。2001 － 2015 年间，色林错扩张淹没了泽村

32 万多亩的草场，致使可供养的牲畜数量逐年减

少，2008 年人均牲畜量下降至 47. 24 个绵羊单位，

2015 年更是下降至 37. 17 个绵羊单位( 表 2，见下

页) 。与未被淹时相比，人均拥有牲畜下降了将近

一半的数量，牧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全村 32 户中

已有 23 户被政府认定为“贫困户”，其中 11 户甚至

被认定为“低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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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 －2015 年申扎县马跃乡泽村牲畜数量变化情况①

年份 人数
牲畜数量

( 绵羊单位)

人均牲畜量

( 绵羊单位)

2001 195 12085. 8 61. 98

2008 213 10062. 4 47. 24

2015 216 8029. 0 37. 17

数据来源: 2001 年、2008 年数据由泽村村委会提供，

2015 年数据由马跃乡政府提供。

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贫困或贫困加剧现象被

称为“气候贫困”( Climate Poverty) ②，二者之间的关

系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两种: 直接影响指的是

极端气候灾害造成人民财产、生计方式及相关基础

设施等方面损失; 间接影响指的是气候变化通过引

起环境的相应变化，进而对部分社会群体的生计方

式产生影响。极端气候灾害虽然破坏性较大，但是

发生频率较低，在现实的大多数情况中，气候更多

的是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的作用间接地对社会生

计产生渐进性影响。在湖平面上升的情境下，遵循

的就是从气候变化到生计变化的间接演变路径。
而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加速仍在持续，色林错

湖面仍在上升，被淹没的草地范围越来越大，牧民

的生产与生活将更为艰难，这种由于气候变化而引

发的“气候贫困”现象还会不断加剧。
就色林错地区而言，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速

度加快、融水增加，从而使湖面上升，是“气候 － 环

境 － 生计影响”的第一阶段。随着冰川融化量的增

大，冰川存量进一步减少，融水量达到某个临界值

以后，融水量将逐渐下降。如果气温维持在某个较

高的温度或继续升高，冰川将继续融化，但融水减

少，直至冰川全部融化。冰川就像是一个固体水

库，每年的来水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每年从水库中

排放的水量大大超过补给量，那么水库就会面临干

涸的危险。就牧民的生计而言，如果冰川融化的水

量小于草场维持正常所需要的水量，则草场进入下

一阶段的“气候贫困”风险，即“气候 － 环境 － 生计

影响”的第二阶段。事实上，在 2007 年之后，色林

错再次进入平稳增长期，扩张速率明显放缓，已经

出现冰川融水趋于干涸的势头，因此产生干旱灾害

进而导致第二阶段“气候贫困”的风险大幅增加。

四、应对“气候贫困”的社区合作制重建

在已有的研究与实践中，应对海平面上升的措

施主要有 5 个方面: 第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向温室气

体排放较少的产业进行转型。第二是采取相应的

工程、技术手段，如完善防洪、防潮和堤坝等基础设

施。第三是建立预报和预警系统，强化对海平面上

升及其灾害的监测能力。第四是完善政策法规与

管理机制，形成科学、高效、协调的管理框架。第五

是人口迁移，以减轻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程度，且有

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③

然而这些应对措施都必须投入巨大的成本，需要

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才有可能进行，诸如色林错等

湖平面上升的现象目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仅靠当

地社区是难以操作的。比如草场淹没理论上可以用

工程措施加以控制，但考虑到生态及经济成本，这一

措施难以推进。此外，产业转移即从目前的牧业转向

农业或第二、三产业，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但需要外

部条件及时机。就色林错周边的影响区而言，大部分

还不具备这一条件。尽管难以借鉴已有的经验，但泽

村牧民根据自身条件，探索了社区合作，一定程度上

有效缓解了湖平面上升引发的生计问题。
藏区牧民传统的放牧方式是游牧，由于草原地

形、土壤分布各异且气候复杂多变，水草资源在时间

与空间分布上出现较大差异，为了合理利用水草资

源，牧民会在一个较大的空间范围内按季节或年份等

时间尺度进行游牧，形成一种“逐水草而居”的状态。
尽管牧业生产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但并不是一种无序

的流动，而是有着明确的组织与制度。由若干家庭组

成一个家族或部落，首领统筹安排牧业生产与分配等

过程，草场属于集体共有，成员屯营在一起共同放牧，

相互协作。④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诸如部落等组织形

式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体制

及改革开放后的村落社区，但是不论组织形式如何变

化，牧业的集体经营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
而从 1995 年起，西藏自治区开始循序渐进地推行

草场承包责任制。“草场公有，承包到户”与“牲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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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处绵羊单位换算方法参考当地标准: ( 1) 成畜。1 匹马或骡 = 6 个绵羊单位，1 头牛 = 5 个绵羊单位，1 头驴 = 3 个绵羊

单位，1 只山羊 = 0. 8 个绵羊单位。( 1 只绵羊 = 1 个绵羊单位) ; ( 2) 当年新生仔畜 = 成畜折合绵羊单位 × 0. 5。
乐施会:《气候、贫穷与公义》，http: / /www. oxfam. org. hk /content /98 /content_3528sc. pdf，2008 年 12 月 1 日。
武强等:《21 世纪中国沿海地区相对海平面上升及其防治策略》，《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2002 年第 9 期; 刘曙光等:

《海平面上升对策问题国际研究进展》，《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施雅风、朱季文等:《长江三角

洲及毗连地区海平面上升影响预测与防治对策》，《中国科学( D 辑: 地球科学)》2000 年第 3 期。
王婧:《牧区的抉择: 内蒙古一个旗的案例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7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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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私有私养”一起共同构成了西藏牧业生产的基本制

度。与之前各时期不同，草场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改

变了草场的使用方式，各牧户只能在自家分到的草场

上进行放牧活动，从过去集体根据牧草时空分布进行

生产安排的放牧方式转变为个体在固定草场进行的划

区轮牧方式。牧业的集体经营方式不复存在，牧户成

为牧业生产的基本单位，牧区出现原子化的趋势。
申扎县从 2001 年起开始实行草场承包责任制，

从以前的集体放牧制度向各户划区轮牧制度进行转

变。泽村的草场分为春季草场与其他草场两大部分，

每年 1 月份至 5 月份各户在自家分得的春季草场放

牧，6 月至 12 月份则在各户的其他草场放牧。
草场承包责任制决定了牧民如何使用草场的

方式，但是湖平面上升使以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草

场使用方式受到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草场面积剧减，淹没比例高的牧户生计难以为

继。从泽村草场被淹没情况( 表 1) 可以看出，湖平

面上升造成大多数牧户的承包草场面积减少，有些

牧户的草场已被大部分甚至全部淹没，生产难以为

继。二是轮换方式受到严重影响。色林错周边的

草场由于水草丰茂，往往被当作春季草场进行利

用。泽村的春季草场几乎都分布在色林错周边，成

为色林错湖平面上升首当其冲的区域，泽村 30 万亩

左右的春季草场被淹没 20 多万亩。这就导致以家

庭为单位，根据季节时间进行的不同草场之间的轮

牧制度难以延续，牧民被迫提前转场或根本无场可

转，牧业生产与草地环境都受到严重影响。
草场承包责任制度的实施原本着眼于两个方

面: 一是提高牧业生产效率，二是改善环境状况。
产权明晰被认为是解决“公地悲剧”式环境问题的

有效方法，如果产权明晰，生态后果都由个人承担，

那么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草场，整个草原环境就

会随之得到改善。但是在草场承包责任制下，牧户

逐渐原子化，独立面对各种风险。在气候变化湖面

上升的冲击下，资源有限的个体牧户独自应对天灾

的能力明显不足，出现了大面积的“气候贫困”问

题，社会脆弱性增大。这不仅无益于贫困与环境问

题的解决，并且随着草场被淹没的越来越多，草场

承包责任制也几近瓦解。面对这一困难，牧民尝试

多种可能的路径，最终发现草场合作是可行的办法。
草场合作最初是由受色林错湖平面上升淹没

草地较为严重的一部分牧户提议的泽村村主任回

忆道:“草场承包到户后就一直存在着被湖水淹没

的情况，经常有牧户来向我反映自家草场越来越少

的问题。后来严重到很多人无法继续放养牲畜的

程度，这些人就来找我，提出希望能像以前一样共

同使用草场放牧。”( 泽村村干部访谈录，2018 年 6
月 7 日) 。考虑到牧户草场被淹没的不均衡性，按

照产权理论及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没有受到淹没影

响或淹没草场少的牧户肯定会反对草场共享的。
但泽村的情况不是这样。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即

使是没有淹没的牧户将来也会面临风险。首先，色

林错湖平面一直维持上升的趋势，周边被淹没的草

场面积还在持续增加。其次，等融水达到高峰之

后，湖面可能会回落，而远离湖岸的高海拔草场将

率先面临缺水的风险。因此，面对气候变化所可能

带来的威胁，牧户无法确保自己的草场不会受到影

响。正如泽村牧民自己所说的:“色林错湖每年都在

涨，很多人的草场、房屋都被淹了，说不定哪天村庄都

会被淹，这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没有人敢说自己是

绝对安全的。”( 泽村村民访谈录，2018 年 6 月 7 日) 。
因此对于草场被淹没的牧户而言，合作制为他

们提供了现实帮助; 对于暂时没有淹没影响或淹没

情况轻微的牧户而言，合作制则为他们提供帮助抗

拒未来的风险。正如贝克所言，合作化制度是风险

不确定性影响下的普遍焦虑所促成的社会团结。①

在收到一部分人提出的草场合作建议后，先在

村委范围内进行了讨论，村委干部们达成一致后，

召开了村民全体会议，村民全体同意再次恢复草场

集体使用的制度。具体做法是草场使用权名义上

仍归属于各牧户所有，但他们都将自家分到的草场

重新集中起来，打破以家户为单位的放牧范围限

制，扩大至以村社区为单位的放牧范围，草场使用

权实质上属于集体。并且为了防止草场的过度使

用，村委会依据现有草场面积规定每人拥有的牲畜

量不得超过 40 个绵羊单位。
其实，从上文藏区放牧方式的变迁历程可以看

出，草场集体使用的制度是有其历史传承的。在推广

实施草场承包责任制度之前，西藏的草场使用主体一

直是集体的。这是因为水、草资源在空间、时间上的

分布很不均衡，单个牧户是很难在一个大空间范围内

“逐水草而居”进行游牧的，所以共同集体使用牧场

作为一种与藏区环境相适宜的草场利用方式一直

延续下来。② 西藏在 1995 年才开始逐步推行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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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上海: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56 － 57 页。
陈阿江、王婧:《游牧的“小农化”及其环境后果》，《学海》2013 年第 1 期。



承包责任制，至今不过二十余年，而申扎县则是在

2001 年才开始实施，更是只有短短十几年时间。草

场承包责任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还不够深入人心，

传统集体合作方式的惯性记忆依然存在，成为牧民

重新组织起来，实现合作化的基础条件。
恢复草场集体使用的合作化制度产生了两方

面的成效:

第一，缓解了由湖平面上升带来的生计影响，使

当地社区的牧业生产得以维持，避免了草场极端少的

牧户陷入赤贫化的困境。将草场集中统一使用可以

扩展个体牧户的放牧范围，实质是将湖平面上升的冲

击与风险从各独立牧户分摊到整个社区，提高了牧民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经济损失由社区成员共同承

担，极大地减轻了个体牧户的负担，牧户因湖平面上

升导致生计崩溃的概率大大降低。从实地调查情况

来看，色林错湖将很多牧户的草场完全淹没，但是草

场合作使用使他们可以在他人所承包的草场上放牧，

尽管生计水平大幅降低，但还不至于无法生存。①

第二，缓解了由湖平面上升带来的环境压力，避免

草场极端少的牧户对草场的过度利用，极大减缓了草

原退化的速度。泽村受湖平面上升影响导致草场被淹

没的牧户数量多达 19 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70. 4%，这

部分牧户原有承包草场面积为 515720 亩，被淹没草场

面积为 328901 亩，剩余草场面积仅为 186819 亩。若继

续坚持草场承包责任制，那么这部分牧户为了生计，会

在自家剩余的草场上尽可能多地放养牲畜，草场退化

的环境压力骤然增大。因此草场的集体使用使这部分

牧户不必禁锢在自家草场上放牧，将这 186819 亩剩余

草场退化的环境压力分摊到全村剩余的305491 亩草场

上，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草场退化的速度。

五、结 论

全球变暖是当前世界的普遍趋势，各个国家与

地区都必须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

题的挑战。其中，以冰川融水为主要补给源的湖泊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本文以色林错湖为

例，基于对当地气象数据与已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分

析，可以发现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加速，进而引

发湖平面上升的现象。色林错湖平面上升淹没了

周边地区大量的草场，以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牧

民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出现了贫困化的趋势。
面对气候变化下湖平面上升的冲击，以产权明

晰为目标的草场承包责任制度弱化了牧民应对风

险的能力，难以发挥作用。而社区合作恢复了草场

集体使用的传统，扩大的放牧范围可以使牧民根据

环境条件灵活安排生产，将风险从独立个体分摊到

整个社区，极大地提高了牧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缓解了湖平面上升带来的生计影响。因此在气

候变化的背景下，应当重新审视传统游牧方式的生

态价值，尊重与挖掘地方性知识，充分发挥地方自

主性，根据自身特征选择适合的牧业生产管理与组

织方式。同时，也应当认识到，社区合作只是缓解

问题的一种手段，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社区合作只

是在气候变化压力下，牧民自发形成的被动调整与

适应，将牧民受到的生计影响最小化。但随着湖平

面的持续上升，作为合作基础的草场生产资料被淹

没得越来越多，社区合作最终也会面临瓦解的境

况。因此仅仅在社区层面依靠牧民自发来应对气

候变化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主体的参

与、更多方式的探索。如在政府层面，制定应对气

候变化的相关政策进行引导，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气象预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等等; 在社区

层面，在社区内部合作化的基础上推进社区间的合

作化，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联合放牧等。只有政府、
社区、牧民及相关主体都积极参与进来，发挥自身

智慧与作用，相互协调与促进，形成合力，真正实现

“顺天应人”，②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
( 在此特别感谢严小兵博士在田野调查中给予的帮

助以及在成文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文章中的村庄

名称已经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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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也为缓解贫困化问题做出了贡献。一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如低保户

的设立，对生活困难者进行无偿的物质帮助，维持了其基本生活水平; 二是草原补奖政策的推行，该政策对可利用草原则

根据草原载畜能力核定合理的载畜量，按照符合草畜平衡管理标准的草原面积对牧户进行一定的资金补助。湖平面上升

虽然已经淹没了泽村大量草场，但是草原补奖政策依然按照淹没之前泽村实施草场承包时所统计的草原面积推行，而可

放养牲畜数量的持续下降使泽村很容易达到草原补奖的标准，所以泽村获得了大量草原补奖的资金。这些政策尽管主观

上并不是为了解决湖平面上升引发的生计困难而制定，但是客观上起到了缓解贫困问题的效果。
刘魁、吕卫丽:《气候治理: 从现代性反思走向“顺天应人”》，《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



closure practice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and the relevant work is moving slowly． First，the theoretical and in-
stitutional optimiz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by defining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stablishing classified
guidance mechanism． Secondly，the enforcement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SASAC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with anti － corruption work． Thirdly，we can try to
use judicial proceedings as the correction mechanism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as well as Solutions for Economy Excessive Stimulation by China＇s Fiscal Policy
XU Yuan － hao ＆ DU Ya － bin ＆ ZHANG Ｒun － chi( 55)………………………………………………………

A certain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a＇s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is that it is easy to go over for either correction or
stimulation． Its performance showed that initial fiscal stimulus measures are often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
sults，forcing the government to stimulate more，and resulted in overstimulation; and then the government has to re-
sort to reverse cooling again the undesired results． We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overstimulation of fiscal policy
is related to the short － term deflation effect of fixed assets． Traditional theory analyzes the inflationary effects of
fixed asset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channels and concludes that large － scale fixed as-
set investment will inevitably trigger inflation． However，the study i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an asset pric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etween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infla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this transmission mecha-
nism，fixed asset investment will trigger short － term deflation rather than inflation，which is a policy formulation．
The illusion of stimuli caused by lack of stimulation prompted them to increase their stimulation． The result was ex-
cessive stimu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xed asset investment，asset prices，consumer
spending cutbacks and short － term deflation，and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Soft Power Construction to Hard Power Building: Japan＇s Green Measures for External Development
YANG Da( 88)………………………………………………………………………………………………………

The overseas green measures for Japanese government developed from“No time to address”to“Acting positive-
ly”in 1970s under the endeavors of different actors． Correspondingly，green measures extended from“Green +”to
“+ Green”，helping to construct soft and hard power for Japan． As a typical case of green measure，Japan relied on
the corporate operation as a national strategy，and took the advantage of the positive aid opportunity at the critical mo-
ment of the ASE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to achieve“close contact”with Thailand and to re － shape the per-
ceived image of Japan for local people under the endeavor of continuou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Especially in the very recent stage when the exploration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with“Thailand 4． 0”is being car-
ried out，and the policy interaction also very much emphasised the green measures． In view of the relevant interna-
tional situation，China must uphol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win － win cooperation and concern the mechanism
of other countries＇ foreign strategic operation，explore ways to have enterprises bearing in mind the green measures
and to represent the“inclusive development”global governance mode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s a result，
China needs to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soft and hard power in the areas covered by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Livelihood Impact and Community Ｒesponse to Lake Level Ｒise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a village investigation around Selin Co CHEN A － jiang ＆ WANG Zhao ＆ ZHOU Wei( 10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the melting rate of glaciers has accelerated，and lakes with glac-
ier melt water as their main source of supply have seen lake level ris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ake Selin co in
the Qinghai － Tibet plateau，it is found that the rise of the lake level has flooded a large number of pastures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and the decline of animal husbandry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of local herds-
men and the degree of poverty has been deepening． However，the current system of grassland contracting respo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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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ty weakens the herdsmen＇ s coping ability，and herdsmen spontaneously organize and cooperate to restore the tra-
ditional way of collective use of grassland，using the original local knowledge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improving
livelihood and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unction of Folk Beliefs in the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Concurrently on Chinese Belief Mode
YUAN Fang － ming( 149)

…
………………………………………………………………………………………
Folk belief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soul in rural traditional cul-

tur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Folk belief is characteristics of secularity，realistic utilitarianism and
compatibility． State － governance cannot neglec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folk belief． Folk belief，used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can enhance public morality，promote etho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nrich festival cul-
ture through publicity．

The Text Implicat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Drought and Drought Disas-
ter in the Middle Ages MIN Xiang － peng ＆ ZHAO Ling( 155)…………………………………………………

In the middle ages，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drought and drought disaster was mainly the cultural record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It was the subjective description of historians＇ hearing and feeling when
they faced with the droughts and drought disasters，and it was often with the political purposes of cultivating vir-
tues，eliminating disaster and responding to heaven by monarch． Although it could not be used as the main evi-
dence for climate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iods，it stin carri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emories such as the cogni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people to drought and drought disaster． Therefore，distinguishing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drought and drought disaster，understanding the text implication and histori-
cal context i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to explain the textual conno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drought and
drought disaster．

The Multi －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and Global Imagination of Chinese Dream in the View of“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 Perspective of documenta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EN Yue ＆ SUN Bao － guo( 174)

…
……………………………………………………………………………
The Chinese dream，as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community，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national discourse，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the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mmu-
nication，the western countries used to dominate media discourse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image of China has been in
a passive“being told”way． The Chinese dream proposal is the opportunity to revive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Docu-
mentaries，with their natural advantages as the media carrier of the Chinese image，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t present，the national image and the Chinese dream narra-
tive still face the limitations of its own historical factors，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the complex
media ecology in the area，the embeded Chinese dream discourse，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media and so on． The
Chinese dream narration constructs rich，three － 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inese dream discourse connota-
tion through the dual view of the macro“dream”，the macroscopic display of the micro“dream”，the cross media
acculturation of the“dream”discourse and the true prominence of the“dream”discourse． It is one of the possible
ways to real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 by reconstructing
the state＇s discourse power with the“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s an opportunity，documentaries as carrier，reshape
state discourse power，integrate deeply with state theoretical thoughts，find overlapped arguable narrative points，
enhance aggregation effect of silkroad plat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