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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展现了世界各地的⼟地信托、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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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地、保障供⽔、管理⾬⽔和海平⾯上升、维持⽣

物多样性、⽀持可再⽣能源设施选址和增强⽣态系

统碳汇等⽅⾯都在发挥作⽤。本报告旨在分享效果

显著的创新实践，展⽰⼟地信托和保护协会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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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可以将这些⾏动视为创新观念的先⾏先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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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的⼒量 3

执⾏摘要

本政策焦点报告包含众多案例研究，展现了过去数⼗年间⼟

地信托、保护协会以及社会领域的其他⾮政府组织对全球⽓候变

化的应对之道。这些保护组织来⾃六⼤洲的100多个国家，致⼒于

保护⼟地、⽣物多样性以及⾃然资源。他们的合作对象不仅包括公

共机构，还包括私营企业、其他⾮营利组织、⼤专院校以及原住⺠

社区。这些组织提出了⼴义的基于⾃然的解决⽅案，概念新颖、切

实有效，具有战略意义，易于经验推⼴，且可以发挥⻓效作⽤。这些

⺠间组织可以帮助完成周期⻓的项⽬得以延续，有些项⽬可能需

要数⼗载才能实施完毕，尤其是当领导⼈和社会焦点频繁变化的

时候更是如此。

堪萨斯州弗林特⼭地区
的野⽣蓝花赝靛。�
照⽚：Brad�Mangas



1965年，洛可·布赫塔（Rocco Buchta）出⽣在柏林

附近的东德⼩镇Strohdehne。他孩提中的很多欢乐

时光是和祖⽗在⼾外钓⻥中度过的。他的祖⽗⽣于

1 9 0 4年，他告诉Ro c c o⾃⼰年少时的哈弗尔

（Havel）河还没有进⾏河道建设，没有那么多驳船

的运输往来，那时的Strohdehne⼩镇⼭明⽔秀，草

⽊葱郁，到处⽣机勃勃。Buchta就向祖⽗保证有朝

⼀⽇他会帮助哈弗尔河恢复下游的湿地，重现往⽇

秀丽的⾃然⻛光。

1989年，东西两德合并之后，Buchta开始认真

履⾏⾃⼰对祖⽗许下的诺⾔。他当时已经获得了⾼

级⼯程学学位，并且为德国最⼤的⺠间保护协会之

⼀，即德国⾃然与⽣物多样性保护联盟（NABU）⼯

作。在兢兢业业⼯作近三⼗年后，Buch ta现任

NABU河流和洪泛区研究院的项⽬负责⼈，哈弗尔

河下游56英⾥（90公⾥）的⾃然环境在NABU的领导

下得到⼤⾯积恢复。该项⽬不仅恢复了数千公顷的

野⽣动物栖息地，加强了⾬洪的管理能⼒，提⾼了⽔

质，还通过涵养冲积平原森林增强了碳汇能⼒和植

Rocco Buchta通过⼤型公⺠组织NABU，领导了德国
哈弗尔河下游的环境恢复⼯作。 照⽚：N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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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导致的⽓候变化造成的破坏，⻓久以

来各界多有预测，然⽽现在破坏性影响已然发⽣，且

往往伴随灾难性后果。在加拿⼤，⽓候变化使夏季温

度屡破新⾼（世界天⽓归因组织，2021），造成史⽆

前例的森林⼤⽕，如2021年⼀场⽕灾在⼀天之内吞

噬了不列颠哥伦⽐亚省Lytton⼩镇90%的⾯积

（Isai，2021）。⾼温在该地区造成的死亡⼈数多达往

年的三倍。在澳⼤利亚，热浪⾃2017年起席卷新南

威尔⼠州，造成发电⼚⽆法正常运转，迫使当局紧急

削减⽤电需求（Knaus，2017）。在中国，随着暴⾬天

⽓增加，⻓江沿岸数以百万计的⺠众⾯临⼭体滑坡

和洪涝⻛险，2020年7⽉的⼀场暴⾬便造成了超过

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Stanway，2020）。

经济体中的任何⼀个部⻔，⽆论是公共部⻔、

私营部⻔还是⺠间组织，都没有⾜够资源、意愿或⼯

具可以独⾃应对⽓候变化。⼲旱、洪涝、森林⼭⽕、

⽔资源匮乏、极端天⽓、暴⾬、急速增⻓的能源需

求、农业⽣产⼒下降、⽣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其他

⽓候变化问题，都需要各部⻔通⼒合作、共同应对。

从美国总统拜登到世界银⾏经济学家斯蒂芬·哈利

盖特（Stephane Hallegate）和朱丽叶·罗森博格

（Julie Rozenberg），⼀系列公众⼈物都在强调，世

界 需 要“ 同 ⾈ 共 济 ”，才 能 应 对 此 全 球 危 机

（Hallegate�2019，Ritter�2021)。

本报告展现了各个⼟地保护团体⻓期以来在各

类区域保护⼯作上的能⼒和决⼼。本报告也为专业

从业⼈员、资助机构和决策⽅提供了建议与意⻅，使

他们可以更卓有成效地帮助⺠间组织应对⽓候变化

带来的重⼤挑战。

⾸先可以看看本报告中众多案例中的⼀例。



1．为那些创新性强、范围⼴、规模⼤的社会⾏动赋权。

2．为那些策略明晰、影响可以衡量的⾏动提供资⾦

3．推进⼴泛合作

4．分享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融资⽅法

5．⽀持具有较强韧性、适应性强和易于推⼴的⾏动举措

被覆盖⾯积，从⽽有效降低了城市的热岛效应。最近

⼏年，来⾃荷兰、英国、韩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环

境保护⼈⼠多次到访哈弗尔河，并思考如何借鉴哈

弗尔河环境恢复的经验（Strodehne，�2019）。

本报告重点介绍的多项案例�从波哥⼤和基

多的⾼地恢复以保障淡⽔供给，到中国沙漠中的植

被恢复，到美国⻢⾥兰州巴尔的摩的城市绿化�

⽆不展现出⺠间⼟地保护组织为应对⽓候变化提供

的基于⾃然的解决⽅案和其发挥的巨⼤作⽤。

尽管这些案例成效显著，但其中⼏项特征需要

注意：

·NABU领导下的哈弗尔河恢复⾏动跨越数⼗

载才得以完成，并且期间需要克服监管、资⾦、政治

和组织内部等重重困难。很多类似的项⽬之所以⽆

法实现既定⽬标，往往源于资⾦、政治意愿、组织存

续或领导⼒不⾜等限制因素。⼀些项⽬最终取得了

成功，但是在其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多次调整，即便

是对那些最具热情、⽮志不移的项⽬成员也是颇具

挑战的⼀场耐⼒考验。

·许多⺠间组织的类似⾏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

到了地⽅、州政府或中央政府以及多边国际组织的

⽀持。这些⽀持可能包括促进保护地役权与契约、增

强⽣态系统服务以及改善碳交易市场的各项法律和

政策，也包括可持续⼟地管理的激励措施。⼟地信托

和保护协会的领导者与成员往往需要积极倡导、敦

促政府制定相应政策与规划。如果缺少这⽅⾯的努

⼒，政府对⼟地保护的激励可能会⽇渐减弱甚⾄消

失殆尽。

·⽬前⽀持⺠间组织参与⼟地保护的实践做法

仍在不断演化，某些案例中的具体做法和监管仍在

激烈辩论之中。⼀个典型案例就是全球各国对碳信

⽤市场持有迥然不同的看法。碳信⽤市场该如何处

理固碳项⽬的持久性、泄露性和额外性等问题，不

确定性尚存。为了维持公信⼒，保护协会可以开展

经过认证的碳抵消项⽬，并且尽可能遵循全国和地

区的标准与建议措施。

尽管挑战重重，但有组织、有战略的⾮营利与

⾮政府组织仍然可以通过独特有效的⽅法应对⽓候

危机。因此，许多组织正在显著增强⾃⾝在⽓候相

关领域的影响范围和规模。整个⼟地保护组织的⽹

络仍处于形成全球⽹络联盟的早期阶段，⽹络联盟

中各组织迫切希望互相学习，寻找潜在解决⽅案，

以共同应对⽓候变化带来的⽆所不在的挑战。

政府官员、个⼈、社会组织领导以及专业⼈员、

教师和环保倡导⼈群可以采取多项举措⼤幅提⾼此

项⼯作的影响，其中包括：

本报告中的建议可以帮助决策者和专业⼈⼠加

深对⼟地信托和保护协会提供有效解决⽅案潜⼒的

理解，从⽽在全球应对⽓候变化过程中能更多发挥

这些组织的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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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引 ⾔

在21世纪的最初⼆⼗年，最顽固的⽓候变化怀

疑论者仍然在媒体和政治活动中抨击⽓候科学的全

球共识，称其为⽆稽之谈。即便在2020年6⽉的调查

中，澳⼤利亚、瑞典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中认为⽓候变

化“⼀点也不严重”的⼈群⽐例仍然占据8%到

12%不等。⽽在全球40个国家的调查中，这项数据

的全球平均⽔平仅为3%（Fisher，�2020）。

Páramo de Sumapaz，哥伦比亚境

内高于森林线，低于永久雪线的高地

地区。Páramos 是南美重要却面临威

胁的水源。照片：Luis Ale jandro 

Bernal Romero/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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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是最顽固的⽓候变化怀疑者仍然可能

会注意到2021年4⽉地球⽇发布的报告。瑞⼠再保

险集团作为保险、再保险和其他保险为基础的⻛险

转移业务领域的全球供应商，提供了⼀份触⽬惊⼼

的经济预测。公司新闻稿的头条写道：“如果不采取

措施，世界经济将会因为⽓候变化损失近18%的

GDP”（瑞⼠再保险集团，2021）。

这是⼀条⾮常沉重的经济信息，因为此前的经

济萧条的定义是“经济活动出现严重⻓期下滑，持续

时间超过三年或以上，亦或造成⾄少10%的实际

GDP损失”（Liberto，2021）。美国、欧洲、⾮洲、亚洲

和澳⼤利亚的很多报告均显⽰了与该预测相关的可

能的灾难性变化，包括严重⼲旱、⼭⽕肆虐、全球农

业⽣产⼒显著下降以及全球洪⽔和⽕灾保险费率的

飙升。此外，这些变化可能造成瑞⼠再保险集团和其

他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发⽣重⼤变化，这些企业在

全球管理的资产总计达到30万亿美元（Flavel le，�

2021)。

尽管之前有些国家政府对⽓候变化置若罔闻，

但在获悉上述经济预测、联合国政府间⽓候变化专

⻔委员会（IPCC）愈发紧迫的科学报告和环保⼈⼠

的推动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迅速展开了⾏动。美

国、加拿⼤、⽇本和巴西的领导⼈在2021年雄⼼勃

勃地宣布了全新的2030年碳减排⽬标。亚⻢逊、微

软、联合利华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型全球化企业

已经承诺在204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标。从新英

格兰到新南威尔⼠的⼤学开始采取重要学术措施以

应对⽓候变化。慈善家和智库过去数⼗年间已经投

⼊数⼗亿美元应对⽓候变化的威胁。弗朗西斯教皇

可能是推进⽓候变化应对中最具声望的宗教领袖，

社会组织正在六⼤洲的100多个国家为保护⼟

地和⽔资源展开⾏动。从芬兰到智利，全球有数百万

公⺠参与到这些社会组织的⾏动中，保护⾃然遗产

以传给我们的⼦孙后代。

⽓候变化引发了种种艰巨挑战，但应对⽅法其

实离我们很近。本政策焦点报告的⽬的便是展⽰⾮

营利和⾮政府组织通过和公共部⻔、私营企业、学

界、慈善部⻔、宗教和原住⺠伙伴合作，在应对⽓候

变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这⼀点在社会组织保护

⼟地和⽔资源时尤为突出。在六⼤洲的100多个国

家内，从芬兰到智利，数百万公⺠已经加⼊到这些组

织，保护⾃然遗产以传给我们的⼦孙后代。他们筹集

了⼤量资⾦，永久保护了数百万公顷的⼟地，从城市

中⼼到偏远荒野。这些组织有意愿且有能⼒逆转与

⼈类存续息息相关的环境危机。

那么，这些热忱的个⼈通过组建和参与⼟地信

托和保护协会的⼯作，可以带来什么变化呢？下列历

史案例表明社会企业家通过社会组织实现了具有战

略意义、切实有效、可复制的标志性创新，且成效经

久不衰，其中某些项⽬的⽣命⼒甚⾄超过⼀个世纪

之久。

·在1891年，景观建筑设计师Frederick� Law�

他指出⽴即采取⾏动、遏制危险势头是合乎道义的

必然选择。⽆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部落和

原住⺠社区等⼈群都正在以保护⾃⼰领域内的⼤⽚

⼟地来保护地球上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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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章，我们会探讨社会组织⾏动中的经典

案例。这些⾏动保护并恢复⼟地，让其免受⽓候变化

的影响⽽进⼀步退化。其中⼀个例⼦是加利福尼亚

州⻢林县的塔玛佩斯⼭整体保护项⽬（One� Tam），

和环保项⽬流程优化⾏动（Cutting�Green�Tape）”，

该⾏动范围覆盖全州，推动了整个加州更迅速有效

且跨州边境的管理和监管。第⼆个例⼦是中国利⽤

国内最⼤的⾦融技术公司，发挥其市场和⾦融优势，

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合作。从北⽅内蒙古的沙漠

到南⽅⼭林中的滇⾦丝猴栖息地，进⾏植树造林和

栖息地保护（称为“蚂蚁森林”）。

第三章的重点是⽔资源保护相关的⾏动。⽆论

在世界哪个⻆落，⽔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当地社

Olmsted的学徒查尔斯·艾利奥特（Charles� Eliot）

在⻢萨诸塞州组织建⽴了全世界第⼀个地区性⼟地

信托组织。这家名为“保留地受托⼈（The� Trustees�

of� Reservations）”的组织迄今已经保护了州内上

万英亩的⼟地。该组织正在筹集数千万美元建造海

港公园，以此作为缓冲保护波⼠顿东部免受⽓候变

化引发的⻛暴潮的巨⼤冲击（保留地受托⼈，202

1）。到现在Eliot发起的⼟地信托组织运动已经推⼴

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落。

·在20世纪70年代，来⾃肯尼亚的诺⻉尔奖得

主、学者、政治家和活动家万佳丽·⻢塔伊（Wangari�

M a a t h a i）开始了“绿带运动”（G r e e n � B e l t�

Movement）。在领导内罗毕中⼼Uhuru公园保护⼯

作的同时，Maathai开始推进植树运动，⽬前已栽种

5100万棵树⽊。随着⽓候变化在肯尼亚愈演愈烈，

这些树⽊可以提供荫蔽、保护⼩⽣态环境、维护肯尼

亚景观的完整性。绿带运动⽬前正在⽀持⼀个⽓候

变化项⽬，主要关注如何让⾮洲妇⼥在⽓候适应和

缓解中发挥重要作⽤（绿带运动）。

·加拿⼤因纽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便

开始倡导保护北极圈内⼴阔的陆地/海洋区域，即兰

卡斯特海峡。通过与加拿⼤的⼤⾃然保护协会

（Nature� Conservancy� of� Canada）、北⽅海洋

（Oceans�North）、世界⾃然基⾦会（World�Wildlife�

F u n d）和因纽特原住⺠组织（Inu i t � Ta p i r i i t�

Kanatami）合作，原住⺠社区得以废除本地区的⽯

油开采权，并在2016年8⽉签署协议建⽴⼴袤的海

洋保护区（Weber，2016）。Tallurutiup� Imanga-

Lancaster海峡国家海洋保护区⽬前覆盖近2700万

英亩（109000平⽅公⾥），由奇奇克塔尼因纽特协会

（Qikiqtani� Inuit� Association）和国家政府（加拿

⼤⼤⾃然保护协会）根据合作协议共同管理。包括多

个NGO在内的各⽅正通⼒合作、实施规划，以可持

续的⽅式管理该地区以适应⽓候变化带来的快速变

化的环境。

当然，这⾥仅举⼏个例⼦作为开篇介绍。下⾯

⼏章还记录了波⼠顿、波哥⼤、柏林和北京的社会组

织取得的重要进展：他们更有成效地缓解了⽓候变

化的源头和成因，并正在适应21世纪不可避免的⽓

候变化影响。政策焦点报告的章节按照主题排序：

·⼟地保护、恢复和管理

·供⽔、⾬洪管理以及建设海平⾯上升的缓冲带

·⽣物多样性保护

·碳封存

·能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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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9 世 纪 晚 期 ， 景 观 建 筑 设 计 师

Charles Eliot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自

留地受托人”组织并开始了土地信托运

动。之后，土地信托的观念传播到了

全世界。照片：Wikimedia

区都是⾄关重要的。通过对⼤⾃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 TNC）在拉丁美洲和加勒⽐

海地区发起的各类⽔基⾦的调查，发现在诸如厄⽠

多尔⾸府基多以及哥伦⽐亚北桑坦德省等⽓候条件

不断改变、⽔资源匮乏的地区，保护⼲净的供⽔可

以极⼤程度改善城市的⼈类卫⽣和经济活动。

除去某些社区存在的缺⽔⻛险，还有⼀些社区

⾯临着⽔灾的⻛险。⼟地信托组织可以提供必要的

领导⼒，解决⽓候变化引发的问题。⻢⾥兰州的⼩

型⼟地信托组织NeighborSpace聚焦于低收⼊的

城市社区，并建造了⼀系列⼩型公园。这些公园不仅

提供绿地供⼈休闲娱乐，也有助于管理⾬⽔。因此，

对于过去饱受⻓期⽔患之苦的巴尔的摩，即便现今

遭遇暴⾬频发的季节，仍然可以平稳应对。

随着海平⾯不断上升，⻛暴潮增多，临海以及河

⼝和潮汐河流附近的社区不得不⾯对与⽇俱增的洪

涝⻛险。第三章总结了⼀些组织的⻓期规划和⼟地

保护项⽬。这些项⽬帮助为沿海和沿河的⼟地建造

缓冲带，在保护⼈类居住地的同时，确保⽣物多样性

也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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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介绍了⼀些保护和扩⼤受⽓候变化影响

的动植物种群的项⽬。其中包括哈弗尔河修复项⽬。

哈弗尔河是⼀条靠近柏林的传奇⽔道，在过去⼏个

世纪中反复改道。在德国⾮政府组织NABU带领下，

哈弗尔河的线路更趋近于⾃然状态，河流及其⼭⾕

地区的⻥类、⻦类和植物种群也正在逐渐恢复。在北

美，开放空间研究所等组织正在利⽤⼤⾃然保护协

会员⼯Mark�Anderson的开创性⼯作来扩展东部⽣

物多样性⾛廊，在⽓温不断上升的当下，帮助物种迁

移到新的保护栖息地。

在第五章中，从美国佛蒙特州北部到西澳⼤利

亚，⼟地信托组织和NGO正在引领各种森林植被恢

复项⽬，并且将⼩块林地整合为规模化、以此提供碳

汇并⽤于碳贸易、推进碳市场发展。绿化澳洲

（Greening� Australia）的试点项⽬把荒废破败的⼟

地转变为⼴阔景观，繁茂的树丛和灌⽊点缀其间，可

以⽤来吸收⼆氧化碳。佛蒙特州⼟地信托（The�

Vermont� Land� Trust）最近集合了⼩型林地所有者

并成⽴碳合作组织，将他们的可持续林业信⽤额在

新兴的碳市场上⾃由交易。

第六章的案例聚焦于发展可持续能源以减少对

⽣物多样性的影响。⼤⾃然保护协会在堪萨斯州和

俄克拉荷⻢州发展为⻛能正确选址（Site� Wind�

Right）项⽬，使⽤成熟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

在17个中西部州识别⼀系列⻛能⽔平合适、不影响

这项⼯作，属于所有种族、性别和背景的⼈群，

不论其⾝居何地，所有⼈都应该跨越区域和国家的

边界共同合作。⾯对⽓候变化这⼀全球问题，⺠间部

⻔正在帮助我们找到解决⽅案。

野⽣动物（如美洲鹤和麋⿅）栖息地的合适场所。⼤

⾃然保护协会在中国和印度也在开展类似项⽬。另

⼀个案例是国际⻦盟在⾮洲和欧洲密切关注可再⽣

能源发电⼚的位置，并保护候⻦的迁徙路径，帮助它

们远距离迁徙以寻找合适的哺育和过冬场所。

第七章从宏观⻆度总结经验教训。从当地⾮营

利组织到⼤型的州⽴或地区NGO，再到规模更⼤的

国家和国际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的共同特征是其深

知项⽬成功可能需要数⼗载但依然不急不躁的踏实

作⻛与坚持。

第⼋章为专业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

激励社会组织以灵活创新的⽅式提供⽓候变化解决

⽅案。⼀旦拥有正确的⼯具和资源，⼟地信托和保护

协会可以成为公共和私营部⻔的重要合作伙伴，共

同探索前进的道路。

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1889年如此写

道：（“ 我们⼀同）是未来世界的受托⼈。（我们必须意

识到）我们不仅⽣活在这个联帮中，也要承担这个联

帮的责任。（” Miller，2017）。本政策焦点报告的案例

研究证明了⼀点�我们共同“是未来世界受托⼈”

的公⺠责任精神即便在21世纪初仍然熠熠⽣辉。然

⽽，我们所肩负的任务不应该像⼀个多世纪前� 吉福

特·平肖所认为的那样，主要由他那个时代的男性

选⺠来解决。⽆论是何种族、性别和背景，所有⼈都

应该跨越区域、地区和国家的边界共同合作。⾯对眼

前的全球危机，社会组织正在帮助找到解决⽅案。让

我们不断努⼒，因为保护地球上的⽣命需要我们献

出共同的智慧，这不仅是我们的设想，也是摆在眼前

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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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 地 保 护 、恢 复 和 管 理

在过去⼏个世纪，⺠间公益组织⼀直坚守在保

护事业中，保护和管理⼟地的景观、历史、休闲娱乐

和动植物栖息地等价值。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波⼠

顿，得到公众授权成⽴的公共花园受托机构建⽴了

植物园，是第⼀批向公众开放的植物园之⼀，从⽽为

⺠间参与⼟地保护开创了先例。⼟地保护仍然是

21世纪⼟地信托和保护协会等公⺠组织的关键职

能。从智利圣地亚哥到肯尼亚内罗毕再到韩国⾸尔，

这些组织的⾜迹遍布全球。

从加利福尼亚州马林郡（Marin）塔

玛佩斯（Tamalpais）山向下奔跑。

照片：Todd Di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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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候变化最有效的⽅法之⼀，是推⼴那些

保持或恢复⼟地⽤途的各项举措，使其有助于预防

和缓解温室⽓体排放。政府间⽓候变化专⻔委员会

（IPCC）在2019年的特别报告《⽓候变化与⼟地》中

指出，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将⽓候变暖维持在

2摄⽒度以下的所有模型路径都要求以⼟地为基础

的缓解措施以及/或者减少⼟地⽤途转变。（IPCC，

2019）

由于⼟地保护组织⼯作重点清晰，它们有意愿

也有条件将⼟地保护、恢复和管理的效⽤最⼤化，以

应对⽓候变化。但是在21世纪，碎⽚化的⼟地保护已

经不⾜以解决⽓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如今森林⼭

⽕、洪涝和海平⾯上升等问题⽇益严重的趋势下，⼟

地所有者、使⽤者和管理者必须跨越地块、组织和辖

区的边界，保持区域的适应⼒。⺠间部⻔的⼟地信托

和保护机构在连接各部⻔和利益相关⽅上发挥了重

要作⽤，向我们展⽰如何管理整⽚⼟地、整⽚流域乃

⾄整个地球。

下列两个案例展⽰了位于太平洋两岸的美国加

州和中国的⺠间和私营部⻔如何保护、管理和修复

⼟地，可以让我们对全球的众多举措略知⼀⼆。

加州的⻢林郡（Marin� County）坐落在北美西

海岸，拥有极其壮丽⼴袤的陆地和海洋景观。⾃20世

纪初以来，当地居⺠对郡内85%的⼟地实施了保护

（⻢林郡会议旅游局），并推动建成了全美物产最丰

富的海洋保护区之⼀。从缪尔森林国家公园⾼耸⼊

云的红⽊，到⻢林郡农业⼟地信托组织通过地役权

保护的郁郁葱葱的农业⽤地，再到徒步者们经常前

往的塔玛佩斯⼭的⻢林⽔源区⼟地，私营部⻔和公

⺠的利益始终交织蕴含在⼟地保护的探索⾏动中。

⼏⼗年间，当地组织的保护⼯作从未停歇，确保了郡

内的⼤部分⼟地不被开发商、狩猎者或伐⽊公司蚕

⻝侵吞。

但在21世纪，⻢林郡和加州全境的⼟地正⾯临

着新的威胁，⼤多数和⽓候变化相关。正如梭罗充满

智慧的预⾔：“我们要⾯对的是新的地球和新的主

题，”迎接全新的责任和挑战。若我们希望为后代留

下可以⻓久抵御⻛险的景观，则必须解决新的问题。

⾦⻔国家公园保护区（Golden� Gate� National�

Parks� Conservancy，GGNPC）的项⽬、管理和科

学部⻔执⾏副总裁Sharon� Farrell在20年前就已经

意识到了这⼀点。Fa r r e l l和GGNPC总裁Greg�

Moo r e召集了塔玛佩斯⼭（本地⼈亲切称之为

Tam⼭）上四个持有并分别管理保护⼟地的公共实

体，并提请这四个机构考虑成⽴伙伴关系以整体管

理Tam⼭及其⽔域。Farrell与Greg认为四个机构合

作可以更好解决⼲旱、森林⼭⽕、外来物种⼊侵和游

⼈影响等跨地区或跨⾏政体制的普遍性问题。在

GGNPC召集并筹集⼤量资⾦的条件下，国家公园管

理局、加州公园管理局、⻢林郡公园部⻔以及本地⽔

区管理部⻔正在合作⼀同推进One�Tam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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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体化管理理念⾄少在加州的⾏政⽂化内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也许最重要的是，One� Tam改变了

各机构制定并实施保护策略的⽅式。正如⻢林郡公园部

⻔主管和总经理Max� Korten所⾔：“在⽓候变化的背景

下，海平⾯不断上升，⽕灾愈演愈烈，我们在管理这些重

要的⼟地时⾯临严峻挑战，但是通过协⼒作⽤我们可以

汇聚资源、形成整体保护效果，感觉这些挑战的规模和

范围是处于我们掌控之中的。”

One�Tam的效果在以下⽅⾯得到了体现：

·提⾼积极性：One� Tam伙伴之间的每周互动次数

在合作关系成⽴后的前四年间增加了185%，并且One�

Tam伙伴和社区（包括许多实习和志愿者项⽬）的互动

次数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278%。在加⼊One� Tam之后，

机构员⼯更具积极性。⽐如，⼀位参加了调研的员⼯说

道：“成为本地保护和管理社区的⼀分⼦对我个⼈⾮常

重要。One� Tam对我的⽀持提⾼了我的⼯作满意度并且

增进了我和同事之间的关系。”（Mickel，2018）

·增进了解和规划：在全⾯的“顶峰健康（Peak�

Health）”资源评估后，各合作机构⼀同在两个热点地区

（Botham沼泽与Bolinas潟湖）制定规划，为海平⾯上升

以及⽣态与休闲娱乐环境的改变做好准备。

·增加私⼈资⾦捐助：GGNPC协调资⾦筹集，在第

⼀个四年为One � Tam项⽬筹得63 0万美元的资⾦

（Mickel，2018）。

·⼊侵物种管理：通过全⾯的One� Tam早期发现和

快速响应协议，⾮本地的动植物物种得到了系统性监

控。该⼯具⽀持不同机构的管理者监控300多种⾮本地

植物的状况。

·⽕灾预警和游客管理：最近，更加炎热和⼲旱

的⽓候造成加州北部的严重⽕灾。环境保护者和科

学顾问Lisa�Micheli以及其同事报告称“在当前的⽓

候预测情境中，塔玛佩斯⼭⽕灾频率预计上升

20%左右。”（Mickel，2018）。因此对塔玛佩斯⼭进

⾏跨区域的综合游客管理对于在今后⽕灾发⽣时确

保公共安全⾄关重要。

加州境内⼤型保护项⽬的管理者们很快注意

到On e � Tam合作的成功。加州景观管理⽹络

（CLSN）由此于2016年末成⽴。2019年，Sharon�

Farrell参加了林肯⼟地政策研究院国际⼟地保护

联盟⽀持的⼤型⾃然保护地同⾏学习项⽬，CLSN随

之深受启发并推出了⼀项政策措施。期间Farrell拜

访了参与同⾏学习项⽬的智利和美国东部的保护

地，她认为可以借鉴One Tam的经验从⽽有效简化

加州境内保护合作项⽬的实施进程。之后形成的“环

保项⽬流程优化（”“Cutting�Green�Tape”）⾏动，在

CLSN⽹站上是这样形容的：

加州⾃然资源部⻓Wade� Crowfoot和其他领

导⼈⼀同启动了“环保项⽬流程优化”⾏动以改善⽣

态修复和⾃然资源管理的许可和筹资效率。加州景

观管理⽹络在2019年12⽉⾄2020年4⽉之间组织了

5次放眼未来、旨在采取⾏动的圆桌会议，为⾃然资

源部的⼯作提供了有⼒⽀持。圆桌会议汇集了超过

150位监管部职员、当地政府、NGO、公共和私⼈⼟

地所有者、部落以及⼀系列其他利益相关⽅的想法

和经验。我们就如何提⾼许可有效性、加快项⽬审

批、促进跨辖区的合作等问题给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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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N）。

One� Tam与“环保项⽬流程优化”⾏动仍然⾯

临诸多挑战。加州⾯临着森林⼭⽕、洪涝、⽣物多样

性持续丧失、海平⾯上升与外来物种⼊侵等严峻挑

战，这些问题都是前所未有，⽽且⼀旦发⽣便会造成

灾难性影响。⽓候变化的后果纷繁多样、持续时间⻓

且难以预测。⽽加州政府的决策流程⼜异常复杂。

One� Tam和“环保项⽬流程优化”⾏动表明决策者

和专业从业者⾯临⼤规模挑战时不能再继续以各⾃

为政的割据⽅式、在地块层级上管理⼟地了。在

21世纪，仅保护⼟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汇聚众⼈

才智、多⽅合作，跨越管辖边界进⾏整体景观区域管

理。否则，受到地理因素和官僚主义掣肘的⼟地管理

者们将在⽓候变化⾯前⽆所适从。

One Tam合作项目的重点区域和加州景

观管理网络的范围。图片：公园保护区

以及《海湾自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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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益严峻的环境挑战，中国在习近平主席

的领导下发起了向低碳经济转型之旅。在2016年，

中国签署了《巴黎协定》，承诺在2030年前与2005年

⽔平相⽐将碳排放强度降低60-65%，森林蓄积量增

加45亿⽴⽅⽶（⼤约59亿⽴⽅码）（Sanda low，

2019）。在2016年3⽉，中国的⼗三五规划提出了具

体的减排⽬标，并且第⼀次针对多个部⻔提出了脱

碳路径。其中⼀项重点便是发展绿⾊⾦融（世界⽓候

变化法，2021）。

在过去，中国的环境保护基本以⾃上⽽下、政

府主导的⽅式进⾏。现在中国意识到了向低碳经济

转型的宏伟⽬标需要借助全社会的⼒量来实现，需

要各⾏各业都参与其中并践⾏低碳⽣活⽅式。但是，

中国公众在具有⽓候变化意识和愿意做出改变之间

还存在显著差距。2017年中国⽓候通报项⽬（China�

Climate� Communication� Project）进⾏调查发现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候变化确实正在发⽣，但

只有27.5%的受访者愿意承担⾃⼰产⽣碳排放的所

有成本（能源基⾦会，2017）。

与此同时，中国的⾦融科技部⻔正在⻜速发

展。蚂蚁⾦融（之后更名为蚂蚁集团）⾪属于中国电

商巨头阿⾥巴巴集团，变⾰了中国⼈⽀付和投资的

⽅式。在2013年，蚂蚁⾦融超越PayPal，成为世界上

最⼤的移动⽀付平台。在2018年，约8700万⽤⼾在

收集绿色能量并且在支付宝蚂蚁森林程序上种植

树木。照片：刘申敏

蚂 蚁 森 林 ：

运 ⽤ ⾦ 融 技 术 在 中 国

推 进 ⽓ 候 解 决 ⽅ 案

其移动app⽀付宝上交易，总价值近10万亿美元（绿

⾊数字⾦融联盟，2020）。由于蚂蚁⾦融/⽀付宝等

⾦融科技巨头在消费⾦融中占据举⾜轻重的地位，

管理者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利⽤这些巨头的数据改变

消费者⾏为。

在2016年夏天，蚂蚁⾦融决定探索绿⾊⾦融这

⼀崭新的主题。⼤多数员⼯在这项挑战⾯前⼀筹莫

展，但是来⾃不同团队的⼀⼩部分年轻员⼯却⾃告

奋勇、集思⼴益，尝试将“新潮”却“令⼈困惑”的绿⾊

⾦融概念付诸实践。他们希望绿⾊⾦融能变得平易

近⼈且妙趣横⽣。在2016年8⽉，团队在⼿机app上

上线了蚂蚁森林。蚂蚁森林以游戏的形式，在⽤⼾

采取⾏动减少碳排放时，给予其“绿⾊能量”的奖励

（阿⾥巴巴慈善，2021）。

为了实现这⼀点，蚂蚁⾦融评估了参与⽤⼾的

数据。算法的基础是各app记录的降低资源消耗与

碳排放的个⼈⾏为，包括步⾏、共享单⻋骑⾏、公共

交通出⾏、⽆餐具外卖订单和其他活动等（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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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气候和环境栽种不同的树木。图片：蚂蚁集团

巴慈善，2021）。⽀付宝连接各个app的数据，作为

蚂蚁森林的计算基础。⽐如，⽤⼾可以选择在线上

购买⽕⻋票⽽不去⽕⻋站购买，从⽽减少碳排放。

蚂蚁森林会计算该活动“减少的碳排放”并且给予

⽤⼾相应的绿⾊能量。如果⽤⼾累积了⾜够的能量

值，他们可以在app中兑换相应的树⽊。⽤⼾在虚拟

空间种下⼀棵树后，蚂蚁森林会在现实中相应栽种

⼀棵树。

为了确保“蚂蚁森林”顺利运⾏，蚂蚁森林与北

京市企业家环保基⾦会合作。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

⾦会⼀直在中国内蒙古栽种可以对抗⼲旱的特殊

树种�梭梭树以抵御沙漠化，⼀颗梭梭树可以固

沙10平⽅⽶（108平⽅英尺）。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

⾦会在2016年同意为160万棵真树提供资⾦。但是，

迅速扩张的⽤⼾规模使得树⽊存量很快被兑换完。

在取得了最初成功之后，蚂蚁森林扩⼤了伙伴关

系，和中国绿化基⾦会、伊利基⾦会与云南绿⾊环

境发展基⾦会合作。植树区域扩⼤到⽢肃、⻘海、⼭

西、河北、四川和云南（中科院，2021）。新增的植树

区域从中深受裨益。⽐如处于亚热带的云南省，蚂

蚁森林在其中建设了绿⾊⾛廊，重新连接了两个曾

经被⼈类居住点分隔开的重要⾦丝猴栖息地（Jin，

2021）。

随着蚂蚁森林项⽬不断发展，资⾦来源也在增

加。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会资助了第⼀批树⽊之

后，蚂蚁森林吸引了众多关注，其⺟公司阿⾥巴巴

集团也很快提供资⾦帮助项⽬继续壮⼤。与此同

时，树⽊种类也根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差异变得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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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做到因地制宜。根据栽种规模和难度，兑换不

同的树种需要不同数量的“绿⾊能量”。⽐如，种植梭

梭树需要17.9千克的能量（约39.5磅）；松树需要

146千克（约322磅）。这些树⽊在当地政府、慈善机

构伙伴以及当地农牧⺠的合作努⼒下被种在适宜的

地⽅，并加以维护。

除了种植树⽊之外，蚂蚁森林也在探索保护环

境的其他⽅法。最初在和其他公益合作伙伴交流时，

蚂蚁森林团队了解到了“⺠间保护地（civ i ca l l y�

protected� areas）”的概念�即在划定的区域中，

NGO参与到⾃然和⽣态系统⻓期保护的治理或管理

中。2017年9⽉，蚂蚁森林发布了⼀种⼟地保护产

品，允许⽤⼾在线上“认领”并保护5平⽅⽶（⼤约

54平⽅英尺）的保护区。第⼀个上线的保护区是由专

注环境保护的公益组织�桃花源⽣态保护基⾦

会�管理的安徽洋湖保护区。每个⽤⼾可以使⽤

13千克（约28.5磅）的绿⾊能量认领5平⽅⽶（或54平

⽅英尺）的⾃然保护区。在五天之内，800万蚂蚁森林

⽤⼾就兑换并保护了809公顷（2000英亩）的⾃然保

护区（阿⾥巴巴慈善，2021）。

洋湖保护区试点项⽬的成功帮助桃花源⽣态保

护基⾦会和蚂蚁森林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

2020年末，蚂蚁森林和多个公益组织合作伙伴共同

在⼿机app上线了13个保护区，遍布安徽、四川、陕

西、云南、海南、⼭西、吉林和⻘海。总计超过两亿⼈

通过蚂蚁森林认领了420平⽅公⾥（或103784英亩）

的保护区（蚂蚁集团，2020）。每个保护区在刚上线

时都⽴刻成为爆款。⽤⼾还可以通过⽀付宝观看濒

危野⽣动物的录像和保护区的卫星照⽚，公众和⾃

然之间的纽带由此更加紧密。

此外，蚂蚁森林和实施项⽬的合作伙伴在森林

和当地社区之间建⽴了可持续的互惠关系。在四川

关坝村保护区，村⺠⼀直依靠森林和养蜂来维持⽣

计。在贫困的泥淖中，本地社区通常认为⾃然保护

和⼈类⽣存不可并⾏。但是蚂蚁森林在⽀付宝上尝

试推销保护地的农产品，并且在⼀分钟之内就售出

了10000瓶关坝蜂蜜。过去，关坝蜂蜜在本地市场的

价格为每磅5.5美元。⽽在阿⾥巴巴的电商平台上，

价格翻了六倍，达到每磅34美元。每⼈每年来⾃养

蜂产业的收⼊从⼤约1500美元增加到6000美元。除

了将本地蜂蜜市场与全国市场联系起来之外，蚂蚁

森林还提供阿⾥巴巴的⼈⼯智能技术，帮助蜂巢⾃

动化运⾏。先进技术解放了村⺠的双⼿，在桃花源

⽣态保护基⾦会提供培训且蚂蚁森林提供资⾦之

后，很多村⺠成为了森林的巡护员。关坝村的村⺠

现在意识到⽣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定⾮要进

⾏取舍，两者可以同时兼顾、互惠互利。（澎湃新闻，

2020）。

蚂蚁森林的发展令⼈叹为观⽌。在2016年上线

后的六个⽉内，⽤⼾数量便达到2亿。到2020年末，

⽤⼾数量已经突破5.5亿�约为中国总⼈⼝的

39%。⾯对沙漠化的威胁，蚂蚁森林和合作伙伴们

⼀共种下2.2亿棵树⽊，覆盖了300万亩⼟地（等于

500000英亩或者2000平⽅公⾥）。另外，获得蚂蚁

森林⽀持的保护区⾯积超过630000亩（即超过

103000英亩或约420平⽅公⾥）。与此同时，蚂蚁森

林创造了约730000个绿⾊岗位。蚂蚁森林让农牧⺠

有偿植树、巡护保护区并发展有机农产品，同时让

农产品进⼊电商平台。在此过程中，蚂蚁森林创造

了9800万⼈⺠币（约1500万美元）的收⼊（蚂蚁集

团，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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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森林的植树项目为内蒙古库布

齐沙漠的本地人创造了绿色工作。

照片：蚂蚁集团

总⽽⾔之，蚂蚁森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

世⼈瞩⽬的成绩。构想此项⽬的蚂蚁⾦融的年轻员

⼯们凭借超凡的创造⼒，发明了创新有效的⽅式在

中国推进环境保护。蚂蚁森林项⽬改变了中国环境

保护者保护⼟地的⽅法，并在2019年获得了联合国

环境保护的最⾼荣誉“地球卫⼠奖”，获奖理由是

“将5亿⼈的绿⾊⾏为转化为在中国最⼲旱地区栽

种成功的树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

蚂蚁森林在规模扩⼤上也卓有成效。到2020年

末，蚂蚁森林已经和1000多个公益组织、科学研究

机构、地⽅政府、⼤学和本地公司建⽴起伙伴关系。

受到蚂蚁森林启发，菲律宾的电⼦⽀付巨头

GCash复制了蚂蚁森林的模式，很多国家也正试图

建⽴类似的项⽬。时间会告诉我们蚂蚁森林的模式

以及新种植的森林和受到保护的⼟地会发展到何

种程度。中国快速增⻓的经济和消费基础也会继续

推动蚂蚁森林的蓬勃发展。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视频：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O8

_PW_kW40，http://www.youtube.com/

watch?v=ZHHlWUPoppM， 

http://www.alizila.com/video/alipays-

ant-forest-makes-going-green-fun。另

可参阅由刘申敏为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的

“蚂蚁森林”详细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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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 ⽔ 、⾬ 洪 管 理 和 海 平 ⾯ 上 升

2010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石油泄

露 事 件 后 浑 身 沾 满 石 油 的 鹈 鹕 。 照

片：路易斯安那州国土安全和应急准

备州长办公室

⽓候变化可以通过⽔循环产⽣极⼤的影响。它

可以改变⼲旱、洪涝、冰川消融、海冰流失和暴⾬等

事件的地点、频率与强度，从⽽造成⽔资源匮乏和⽔

资源过剩的并⾏存在。通过开展⼟地和⽔资源的综

合管理，⼟地信托和保护协会可以确保供⽔的持续

性和韧性，从⽽满⾜城乡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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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保护和管理上游⼟地、在城市建设公共绿

地以吸收暴⾬溢流、保护红树林⽣态系统以及保护

湿地等⼯作，⼟地信托与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形成

了重要的伙伴关系，⽬标便是确保⽔质和⽔量并且

管理海平⾯上升。这些⺠间组织所做的保护和⼟地

管理⼯作，确保了当地社区和地区在不断变化和不

可预测的条件下，保存了完整和功能良好的集⽔区、

河流流域、河岸⾛廊、洪泛区、海岸线和可以渗⽔的

城市空间。

下⾯的案例研究涵盖不同的地理范围和组织规

模。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覆盖了整个拉美⼤陆。

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伙伴关系（The� Gulf� Coast�

Partnership）是⼀个成功的区域层⾯合作。在美国

⻢⾥兰州巴尔的摩郡的NeighborSpace组织则聚

焦于⼤型都会区内的特定区域。每个案例均⼤幅改

善了景观区域内和⽓候相关的⽔资源问题，但使⽤

的⼯具和⽬标则各有不同。

⼈们通常认为拉丁美洲“⽔资源丰富”：拉丁美

洲丰富的淡⽔储备占据全世界的三分之⼀，⽽南美

洲的⼈⼝仅占据全世界⼈⼝的8%。然⽽随着⽓候变

化给⼈们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泛，从厄⽠多尔

的加拉帕⼽斯群岛到巴西的⼤西洋⾬林，再到墨西

哥的奇⽡⽡沙漠和阿根廷的⽕地岛，南美洲原本丰

沛的⽔资源也变得岌岌可危。

该区域内的⼏个⾼度城市化的经济中⼼，⾯临

的供⽔压⼒尤其严峻。南美洲六个不断扩张的超⼤

城市群也愈发受制于⽔资源不⾜的窘境。特别是在

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

低收⼊街区，居⺠不仅⾯临定期的淡⽔短缺，也因为

⽓候变化遭受着极端天⽓、暴⾬溢流和海平⾯上升

的威胁。

在21世纪到来之际，⼀些来⾃厄⽠多尔基多市

的热⼼公⺠群体以及⼤⾃然保护协会（TNC）注意到

快速的⼈⼝扩张加剧了城市的⽔资源需求。与此同

时，⽔资源压⼒也导致城市周围名为安第斯沼泽

（Andean� pa ́ ramo）的⾼海拔湿地流域环境不断恶

化。

这些相关⼈⼠因⽽开始寻找能够确保城市⽔质

和供⽔安全的⽅法，并希望从源头进⾏保护。20世

纪90年代纽约市政府委托进⾏的⼀份研究发现，投

资卡茨奇（Catskills）流域内的⾃然基础设施可以帮

助整座城市节省数⼗亿美元的灰⾊基础设施建设和

维护费⽤。受到该研究的启发，在2000年，基多市政

府、基多⽔务公司和⼤⾃然保护协会协助建⽴了⽔

保护基⾦（Fu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FONAG）。

FONAG建⽴了⼀套筹资和治理机制，⼀⽅⾯

促进城市、企业和公共设施等下游⽤⽔⽅投资上游

的⼟地保护和由那⾥的社区、⼟地所有者和⼟地管

理者开展的⼟地管理提升措施。这些管理措施有助

于确保和改善⽔质和⽔量。基多⽔基⾦已经成为拉

丁美洲乃⾄全世界的典范。2011年，⼤⾃然保护协

会、美洲开发银⾏、FEMSA基⾦会和全球环境基⾦

创⽴了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下称“伙伴关

系”），此后基多⽔基⾦的模式开始在各地开花结

果。

⾃成⽴以来，伙伴关系已经在8个拉美城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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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大自然保护协会水基金工

具箱：https://waterfundstoolbox.org，

以及拉丁美洲水基金伙伴关系网站：https://

www.fondosdeagua.org/en/。

截至2020年，中南美洲有25个水基金在运行中，另

有14个在建设中。地图：大自然保护协会

建⽴了24个⽔基⾦。这些基⾦代表着联合⾏动的组

织，其架构中包括来⾃私营、公共和NGO的多个利

益相关⽅。⽆论对象是农⼾还是饮料公司，这些基⾦

为重要的⽔资源⽤⼾赋权，帮助⽤⽔⼾⾏使其公⺠

责任，在⾯临如⽓候变化等问题时能确保⻓期的⽤

⽔安全并维持其⽣计。

拉丁美洲⽔基⾦总计已经从近500个公共和私

营伙伴处撬动了超过2亿美元投资，并且与23823个

上游家庭共同保护、恢复和管理了227173公顷的⼟

地（超过560000英亩）。

⽔基⾦可以有效减少洪涝、改善渗透并且提升

城市抵御⽓候变化的韧性。墨西哥蒙特雷的案例表

明⽔基⾦可以有效缓解⼤型⻛暴之后的洪涝等⽓候

⻛险。在优先地区，⽔基⾦机制预估可以减少每公顷

262⽴⽅⽶的径流量（每英亩139⽴⽅码），⽽⽬前的

径流量是每公顷622⽴⽅⽶（每英亩329⽴⽅码）。

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在拉丁美洲识别了

25个城市（⻅上⽂地图），认为⽔基⾦模式最有可能

在这些城市中复制。伙伴关系⽬前正在建设⼀套系

统，并改进⽅法和⽀持⼯具，以便分析和建⽴新的⽔

基⾦，以应对城市流域内特定的⽣物物理和社会机

遇与挑战。

⽔资源最能体现城乡社区、⼯农业以及⾃然与

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基⾦提供了在全球范

围内都可以复制的模式，帮助公共部⻔、私营机构、

学术群体和NGO开展合作并投资⾃然基础设施建

设，从⽽提供基于⾃然的解决⽅案以应对拉丁美洲

乃⾄全球都迫在眉睫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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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郡⽬前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框架可以

追溯到⼆战后的⼀系列规划、资助和保护决策，⽽巴

尔的摩城市规划局将这⼀阶段形容为“⽆⽌境的郊

区化”。由于联邦政府提供家庭贷款，且战后⼠兵不

断涌⼊，巴尔的摩周围的郡县在战后数⼗年出现惊

⼈的扩张。到20世纪50年代，巴尔的摩郊区每年要

新建7000-8000座房屋。与此同时，城市⼈⼝在20世

纪50年代减少了10000⼈，� 60年代减少了35000⼈。

当时，巴尔的摩市为建⾼速公路拆毁了多个完整街

区，⽩⼈居⺠逃往郊区，⽽低收⼊的⾮裔美国群体也

不得不搬迁到其他地⽅（巴尔的摩市规划局）。

20世纪中叶，郊区化盛⾏，⽤途单⼀的区划⽐

⽐皆是，巴尔的摩郡主要交通⾛廊附近出现了⼀群

需要依靠汽⻋出⾏的“卧室街区”，⼗分不适合步⾏

且⼏乎没有开放空间。红线区域划分（redlining）以

及⽆所不在的歧视导致有⾊⼈种居住的社区每况愈

下，⽽联邦政府则故意减少为这些社区住房提供的

贷款以及政府投资。在1967年，巴尔的摩郡试图划

定城市增⻓边界（称为城乡分界线）以遏制城市蔓

延，但是城市⽆节制蔓延造成的危害已然发⽣。现

在，巴尔的摩郡近70%的居⺠在居住地四分之⼀英

⾥之内没有开放空间。除⼀⽚⽔域外，郡内其他所有

⽔域都被暴⾬径流污染。

巴尔的摩郡的NeighborSpace组织成⽴于

2 0 0 2年，致⼒于解决开放空间不⾜的问题 。

NeighborSpace通过保护并改善袖珍公园、花园、

巴尔的摩郡Ridgely Manor公园。

照片：Norman J. Barker Jr.

⻢ ⾥ 兰 州 巴 尔 的 摩 郡 的

N e i g h b o r S p a c e组 织

⼩路和其他⾃然区域等绿⾊空间，旨在提⾼宜居性。

该组织将宜居性定义为与⽣活质量息息相关的社

会 、环 境 和 经 济 因 素 总 和 。这 条 原 则 指 导

NeighborSpace在郡内保护了总⾯积达100英亩的

21个地块。NeighborSpace组织成功的原因是它与

巴尔的摩郡政府和当地⼤学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更重要的是该组织和社区组织形成了紧密联

系。这些伙伴帮助NeighborSpace成为巴尔的摩区

域内城市和郊区⼟地保护的最重要组织。

NeighborSpace彻底改变了⼤型乡村景观保

护的⼯具尺度，转⽽把⼩⾄0.15英亩的地块也融⼊

到 城 市 和 郊 区 环 境 的 保 护 ⼯ 作 中 。

NeighborSpace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开创性地

使⽤GIS评估地块对改善周围社区宜居性的社会、环

境和/或经济潜⼒，从⽽评估地块的保护价值和优先

性。GIS评估的信息⼤多来⾃居⺠反馈和居⺠⼼中认

定的优先重点，这使得NeighborSpace组织成为美

国乃⾄世界其他地⽅城市和郊区⼟地信托组织领军

者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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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径流是巴尔的摩郡城市⽔资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巴尔的摩郡发展时没有保留开放空间以及保护河⾕

为其提供缓冲带，使得区域的城乡分界线内除⼀个流域外的其他⽔域均遭到淤泥和/或营养物质的污染。

—巴尔的摩郡NeighborSpace组织执⾏总裁Barbara Hopkins 

诚 然 ，与 巴 尔 的 摩 郡 建 ⽴ 紧 密 关 系 是

NeighborSpace的⼯作基础，但来⾃该郡开放空间

豁免限制费⽤的资⾦也⾄关重要。根据巴尔的摩郡

法律，开发商在新建⼀个居住单元时需要开辟

1000平⽅英尺的开放空间。如果开发商不能开辟开

放空间，则可以⽀付⼀定费⽤在郡内寻求豁免。⾃

2004年开始，巴尔的摩郡将豁免费的⼀部分交由

NeighborSpace以⽀持其保护⼯作。在2004年，巴

尔的摩郡议会批准了向NeighborSpace拨付豁免

费的10%，� 并在2013年将⽐例提升为20%（Patch，

2013）。在2018财年，巴尔的摩郡征收了近60万美元

的豁免费。其中交由NeighborSpace的20%成为该

组织运营预算的很⼤⼀部分。作为巴尔的摩郡最知

名的保护协会，NeighborSpace是唯⼀使⽤GIS建

模，并且与居⺠和其他重要利益相关⽅共同制定保

护规划的绿⾊空间⾮盈利组织。NeighborSpace也

是唯⼀获取巴尔的摩开放空间豁免费拨款的⾮盈利

组织。

豁 免 费 与 个 ⼈ 捐 赠 和 赠 款 项 ⽬ 帮 助

NeighborSpace真正改变了社区⾯貌。Ridgely�

Manor公园所在地曾经是赫斯公司汽油泄露的事发

地，如今公园⾥已经建设了全新的排⽔系统，再加上

公园本⾝的绿⾊基础设施，为居⺠带来了不同以往

的体验。R i d g e l y � M a n o r社区协会主席Da l e�

Cassidy指出，在公园建成以前，街区的暴⾬排⽔系

统会在强降⾬季节出现排⽔不⼒、⾬⽔溢出的情况，

⽽居⺠可以沿街看⻅、闻⻅汽油泄露的残留�发

酵物和污染物。Cassidy指出公园的建设极⼤缓解了

这个问题。除了为街区提供关键的保护和缓冲之外，

公园还为周围近180个复式住宅提供休憩区域。“通

过各⽅努⼒，公园对周围⺠众⽽⾔已经成为⽤途多

样且引⼈⼊胜的空间，”Cassidy说道。“在任何⼀

天，你可以看到⼈们在公园吃午餐，孩⼦们在开放空

间打橄榄球，踢⾜球或者就是简简单单扔球玩”

（Hopkins，2019）。

解决⾬洪问题对于切萨⽪克湾800万英亩流域

范围内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等城市、郊区以及农村

居住区的业主和租⼾⾮常重要，这对切萨⽪克湾本

⾝也⾮常重要。⼩型组织如NeighborSpace，地区

性NGO如切萨⽪克湾保护协会，以及⼤型组织如⼤

⾃然保护协会正在和汇集了多个地区、州和联邦政

府机构的多州联盟合作，以期在⻓时间内改善切萨

⽪克湾的⽔体质量和⽔资源可及性。这些组织希望

以此应对因⽓候变化⽽与⽇俱增的暴⾬。正如⼤⾃

然保护协会在2021年的出版物指出：

在过去（数年间），⼤西洋中部区域遭受了前所

未有的⾬⽔和⾼温。在切萨⽪克区域，我们和社区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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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湾沿岸位于美国西南部，受到⽓候变化

的严重威胁。由于海平⾯上升，墨西哥湾各州的沿海

区域与社区（佛罗⾥达州、密西西⽐州、阿拉巴⻢

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极易遭受极端天

⽓、暴⾬、侵蚀和沿海⼟地丧失影响。该区域占据全

美滨海湿地损失的85%，平均每100分钟就有⼀个

⾜球场⼤⼩的湿地消失。在墨西哥湾沿岸各州，包括

休斯顿和新奥尔良等⼤型城市中⼼在内的7000平

⽅英⾥区域，海拔低于5英尺，因此很多⼈⼝和关键

基础设施处于⻛险之中。盐沼、牡蛎礁和红树林等⾃

然区域可以保护海岸线和⽔质，同时具有渔业和旅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巴尔的摩 

NeighborSpace 网站：

www.neighborspacebaltimorecounty.or

g。另可参阅由 Kristen Wraithwall 为林肯

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的“巴尔的摩 

NeighborSpace”详细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伴与⼟地所有者合作，实施基于⾃然的解决⽅案以

解决致命的热浪、洪涝和暴⾬径流带来的挑战。这些

问题是我们的河流和切萨⽪克湾增⻓最快的污染源

（Kleinschroth，2020）。

墨西哥湾沿岸⼟地

保护伙伴关系

游价值，但是这些区域⽬前也受到海平⾯上升、暴⾬

和沿海⼟地丧失的影响。

灰⾊和绿⾊基础设施项⽬都有助于解决墨西哥

湾的环境退化。⽬前为⽌，在低海拔沿海区域应对海

平⾯上升的灰⾊基础设施包括建造海堤和防波堤以

保护海岸。但是，这些解决⽅案造价⾼昂。使⽤钢筋

⽔泥建造1.4英⾥⻓的海堤以保护新奥尔良沿岸花

费了11亿美元。由于钢筋⽔泥在制造、运输和建筑

过程中会排放⼤量⼆氧化碳，因此灰⾊基础设施也

属于碳密集型项⽬。

与之相⽐，绿⾊基础设施可以提供成本低廉、

碳强度较低的⾃然⽓候解决⽅案。在沿海区域，绿⾊

基础设施包括⽣境海岸线和湿地保护区，以缓冲海

平⾯上升和⻛暴潮，减少洪涝和相关影响。最近的研

究表明健康的珊瑚礁可以⼤幅降低波浪能，在沿海

区域对⻛暴潮起到缓冲作⽤。沿海⼟地保护可以让

居⺠财产免受⻛暴的破坏。绿⾊基础设施可以提供

额外的协同效益，包括固碳、栖息地保护、减少⼤⽓

和⽔污染、休闲游憩资源和增加就业机会等。

2010年深⽔地平线原油泄露事件造成2.1亿美

加仑（或78万⽴⽅⽶，正负10%）的原油流⼊墨西哥

湾（Fears，2020）。这起灾难给墨西哥湾带来⼴泛⽽

深远的环境破坏，更凸显了应对并缓解区域内海平

⾯上升、⼟地丧失和污染等基础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应对深⽔地平线原油泄露的政策为墨西哥湾沿岸的

保护组织提供了许多资⾦，帮助他们改善沿海区域

的韧性。

泄露事件发⽣后，墨西哥湾沿岸使⽤了联邦法

律下的⾃然资源赔偿⾦进⾏⽣态恢复。资助程序⾮

政策焦点报告��林肯⼟地政策研究24



罗宾逊保护区是佛罗里达州海牛县的一片占地 150 英亩的土地，在墨西哥湾沿岸土地保护合作项目援助基金的

帮助下得到保护。照片：海牛县公园

常复杂，主要通过三个机制获得资⾦：� 2012年签署

的墨西哥湾沿岸各州资源和⽣态系统可持续性、游

客机遇和经济恢复法案（RESTORE）；原油污染法案

下的⾃然资源损毁评估；以及国家⻥类和野⽣动物

基⾦会⽀出的原油泄露刑事指控赔偿。

⼟地信托联盟（Land� Trust � A l l i ance）在

2010年建⽴起墨西哥湾沿海⼟地保护伙伴关系，⼀

⽅⾯让⼟地信托和⼟地保护的倡导者在深⽔地平线

事件的偿付过程中发声，另⼀⽅⾯则是希望以此综

合应对该区域内的各项棘⼿问题。伙伴关系对于确

保灾后⼟地保护资⾦的到位⾄关重要。现在，该伙伴

关系涵盖了阿拉巴⻢、佛罗⾥达、路易斯安那、密西

西⽐和德克萨斯的26个州级、地区级和国家级保护

组织。他们共同的使命是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加强

⼟地和⽔体⾃愿保护的速度、质量和持续性。⽬前伙

伴关系已经保护了超过29000英亩的海岸栖息地，

并且为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地保护募集了超过

5200万美元。

伙伴关系通过能⼒建设、公共政策以及宣传活

动促进了地区内其他⼟地的保护。其中有两个项⽬

影响巨⼤：其⼀，2014年的报告《墨西哥湾地区的⼟

地保护愿景》。该报告是⼀个共识⽂件，指明了⼟地

信托应该优先保护的区域；其⼆，伙伴关系的项⽬援

助基⾦（PAF）。该基⾦提供每个地块最多25000美元

的配套资助，帮助⼟地信托组织对⼟地保护项⽬进

⾏尽职调查，如Robinson保护区扩⼤项⽬。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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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墨西哥湾沿岸土地保护伙

伴关系网站网站：

https://gulfpartnership.org/。另可参阅由

Kavita Macleod为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

的“墨西哥湾沿岸土地保护伙伴关系”详细案

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由墨西哥湾沿岸保护基⾦会牵头，保护了佛罗⾥达

州西海岸Manatee郡150英亩的⼟地。同样，PAF推

动了Fleming植物园项⽬的尽职调查。该项⽬在公

共⼟地信托组织的带领下，在路易斯安那州沿海区

域保护了超过3000英亩的⼟地。

墨西哥湾沿岸⼟地保护伙伴关系是⼀个地区性

的协调组织，为地⽅⼟地信托组织扩⼤保护规模树

⽴了典范。这样的合作关系有助于让公众意识到保

护相互连接的景观可以带来的⽣态效益。这种伙伴

关系与加强新英格兰地区保护速度和规模的区域保

护 伙 伴 关 系（R e g i o n a l �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Partnerships,� RCP）类似。RCP推进⼟地保护⽬标

的合作决策，并且利⽤其扎实的信息和各项优势为

⼤型项⽬募集资⾦。新英格兰的RCP数量已经从

20世纪90年代的4个增⻓到2021年的43个，覆盖区

域内60%的景观区域。在墨西哥湾地区，该伙伴关系

仍在不断推进《保护愿景》和伙伴关系援助基⾦的⼯

作，以实现更宏⼤的保护⽬标。⽐如，伙伴关系正在

修订《保护愿景》，在筛选⼯作重点的标准中加⼊是

否产⽣洪涝缓解效益的指标。伙伴关系也在开发保

护的评估⼯具，以鉴别可以优先获得PAF⽀持的项

⽬。此外，伙伴关系会发放第⼆轮PAF拨款，资⾦来

源为墨西哥湾沿岸⽣态系统恢复理事会通过美国环

境保护局获得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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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地保护组织正致⼒于保护和恢复私有⼟

地上重要物种的栖息地，并推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

围内的⽣物多样性保护⼯作。他们通过确定和保护

物种栖息地和⽣态⾛廊来增强区域间的连通性。这

样，即使⽓候在不断变化，许多物种也能在其通常的

分布区域之外继续⽣存。

图为一对正在法国捕食的黄喉蜂虎，

又被称为欧洲食蜂鸟。这些迁徙物种

繁殖于欧洲南部以及非洲北部和亚洲

西部的部分地区，越冬于非洲热带地

区。照片：Pierre Dalous

第四章

⽣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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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阻碍了关键传粉物种维持⽣态系统功

能的正常运转，这导致了栖息地的不断变化。这类⽣

物多样性的丧失会扰乱地球的氮、碳和⽔循环。

2021年，⽣物多样性和⽣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和政府间⽓候变化专⻔委员会（IPBES -

IPCC）共同撰写的报告强调了⽓候和⽣物多样性之

间的相互关系。该报告呼吁政府领导⼈、科学家、政

策制定者和从业⼈员共同考虑和解决⽓候和⽣物多

样性问题（Pörtner，2021）。����������������������������������������������������������������������������������������������������������������������������������������������������������������������������������������������������������������������������������������������������������������������������������������������������������������������������������������������������������������������������������������������������������������������������������������������������������������������������������������������������������������������������������������������������������������������������������������������������������������������������������������������������������������������������������������������������������������������������������������������������������������������������������������������������������������������������������������������������������������������������������������������������������������������������������������������������������������������������������������������������������������������������������������������������������������������������������������������������������������������������������������������������������������������������������������������������������������������������������������������������������������������������������������������������������������������������������������������������������������������������������������������������������������������������������������������������������������������������������������������������������������������������������������������������������������������������������������������������������������������������������������������������������������������������������������������������������������������������������������������������������������������������������������������������������������������������������������������������������������������������������������������������������������������������������������������������������������������������������������������������������������������������������������������������������������������������������������������������������������������������������������������������������������������������������������������������������������������

⼟地信托和保护协会与⼟地所有者和社区合

作，在获取和保护关键地块的同时，⽀持和⿎励⼟地

管理和使⽤过程中兼顾⽣物多样性保护。这些组织

还先⾏先试，使⽤新⽅法发现和优先保护那些能提

⾼物种数量、保障物种成⻓的保护地。以下两个例⼦

介绍了来⾃⼤西洋两岸的⺠间组织�⼀个在美国

东部，另⼀个在德国中部�努⼒阻⽌⽣物多样性

丧失的不同⽅式。这些例⼦为我们提供了⼀个⼩窗

⼝，让我们了解⼟地保护组织是如何应对⽓候变化

和⽣物多样性问题的。

美国开放空间研究所（Open� Space� Institute,�

OSI）的故事始于1963年，当时Richard� Pough负责

管理⾃然区域委员会，他在该机构下设⽴了⼀个⾮

正式的开放空间⾏动委员会（Open� Space� Action�

Committee,� OSAC）项⽬。Pough善于与⼈打交道，

开放空间研究所：

美国东部⼟地保护⾏动中

对⽓候影响的重视

筹资才能出⾊，并对保护野⽣动物及其栖息地充满

热情。他还在20世纪50年代⼤⾃然保护协会的创⽴

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OSAC于1964年正式成⽴。1965年，该组织出

版了《管理》⼀书，并开始“传播信息”。到了1967年，

该组织已将其名称改为开放空间研究所。正如

Pough的亲密伙伴Charles� Little所解释的那样，

“我们的开放空间保护计划有明确的⾏动⽅案：推

销、劝导和规划...我们的⽬标是接触到那些⾮专业

⼈⼠”。正如开放空间研究所对Pough的纪念⽂章

中进⼀步阐述的那样，“如果没有⼀场成功的运动

启发到居住在22个县（与纽约市毗邻的县）的⼟地

所有者，没有向他们传达如何在继续享⽤⾃⼰⼟地

房产的同时⼜能为⼦孙后代谋福祉，那么防⽌开放

空间减少的⾏动将沦为⼀场⽆功⽽返的努⼒”（开

放空间研究所，2003）。Pough很⾼兴看到《管理》⼀

书和相关的实地宣传活动逐渐产⽣了积极影响。

“这是⼀个⾮常成功的项⽬。最终多个价值数百万

美元的⼟地被授予给私营或公共机构，尽管授予形

式不⼀。”（Boyle，1973）。

1974年，Pough将该组织的领导权交给John�

Adams（John同时也在管理成⽴四年的⾃然资源

保 护 协 会）。得 益 于《读 者 ⽂ 摘》创 始 ⼈L i l a�

Acheson和DeWitt� Wallace捐赠的⼀⼤批财产和

地产，OSI开启了在纽约州不断扩⼤的⼟地保护进

程。2003年，在任职近30年后，Adams谈到了这笔捐

赠，“他们的慷慨和远⻅使OSI能够通过付费和购买

地役权的⽅式获得纽约州各地的⾼地。⾃1974年以

来，我们已经保护了超过8万英亩的⼟地。可以这样

说，华莱⼠基⾦为哈德逊⾼地的投⼊不但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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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放 空 间 研 究 所 研 究 主 任 A b b y 

Weinberg负责该组织发起的众多项

目，包括最近名为“加强土地信托在数

据和科学领域的整合能力”的两年期项

目。照片：Brett Cole，OSI提供

OSI，还对纽约及其景观产⽣了深远的影响。”

2003年和2004年，⾛过四⼗载春秋的OSI举办

了多次庆祝活动，此时的OSI已经成为区域⼟地保护

的领导者，且实⼒仍在不断增⻓。Chr i s tophe r�

“Kim”�Elliman离开四年后，⼜回到该组织担任⾸席

执⾏官，与Joe� Martens主席共事。Peter� Howell离

开多丽丝·杜克慈善基⾦会后，加⼊OSI担任执⾏副

主席和⾃然保护融资项⽬主任。2004年，Abigai l�

Weinberg从耶鲁⼤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研究⽣

毕业后加⼊OSI，负责协调⾃然保护融资项⽬。新团

队随即投⼊到已经持续数年的保护地拓展⼯作之

中，将OSI的⼈⼒和⾃然保护资源投放⾄远超纽约州

范围的更⼴阔空间，延伸⾄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北

部的森林，以及新泽西州的南部和西部（开放空间研

究所，2005）。

OSI不断扩⼤规模和范围的同时，⼀种新的⼟地

和⽣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出现了。Karen� Po ian i、

B r i a n � R i c h t e r、Ho l l y � R i c h t e r和Ma r k � G .�

Anderson在《⽣物科学》杂志2000年2⽉刊上发表

的⽂章中将传统的⽣物保护描述为“⼀个危机导向

型的学科，专注于[单⼀]稀有或濒危脊椎动物。”然

⽽，⾃然保护⽣物学家们当时就意识到，传统的⽣物

保护已经“迅速扩⼤到物种群”，然后再扩⼤到“不断

认识到⽣态系统庞⼤的复杂性和动态的本质，[催

⽣]了⽣态系统管理的概念，只有保护和管理整个⽣

态系统才能保证成功。”

上述作者认为，将⽣态系统作为⼀个整体来管

理，需要⽣态学家了解现存“功能性景观”的特性，包

括景观组成和景观结构、主导环境制度、最⼩动态区

以及与不同规模区域之间的联通性。作者在⽂章最

后为⾃然保护规划者提出了⼀个关键要求：

�“未来的⾃然保护⼯作重点应放在识别并优先

保护所有现存的功能性景观。这些地区很可能在较

⻓时间内仍保持活⼒，并为⽣物多样性和全球⽓候

变化提供必需的多样化环境梯度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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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科学不断发展，OSI的国家野⽣动物

⾏动计划也在不断扩展，关注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

的保护地。21世纪头⼗年，OSI持续扩⼤地理空间范

围并关注景观尺度的⾃然保护。该组织在2010年的

年度报告中曾谈及这些⻓期努⼒的结果：

开放空间研究所在过去⼆⼗五年间通过在纽约

州进⾏⼟地收购和保护，奠定了其在该领域的领导

地位，并在本世纪第⼀个⼗年开始时着⼿继续扩⼤

其影响⼒。从那时起，OSI已经成⻓为⼀个独特的⾃

然保护中介机构，将⽬标放在筹措和积累交易资⾦，

并在东海岸上下游，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区域开

展更明智的⾃然保护研究。

2000年秋天，OSI开始⽀持纽约以外的⾃然保

护项⽬。在⼏个基⾦会的⽀持下，OSI启动了⼀项计

划，通过贷款和赠款向最具有保护价值的项⽬地点

提供资⾦。凭借在纽约州保护10万英亩⼟地的经验，

OSI将⽬标锁定在阿巴拉契亚⼭脉南部、⻢萨诸塞

州西部以及纽约和新英格兰的北部森林等地的热点

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投⼊保护资⾦可以产⽣最⼤

的影响。

⼗年后，OSI已经资助保护了东海岸七个州的

170万英亩⼟地，同时产⽣了重⼤的次⽣影响。

OSI早期提供的⼤量资⾦，保护了北部森林成千上

万英亩的⼟地，在佐治亚州西北部发起的再赠款倡

议，吸引了更多资⾦⽀持和更多⼟地信托的参与，⼤

⼒推动近7000英亩⼟地得到了保护。总部在查塔努

加的林德赫斯特基⾦会是OSI在阿巴拉契亚⼭脉南

部地区的常年合作伙伴，该基⾦会主席B r u z�

Clark说：“OSI对重点野⽣动物栖息地项⽬感兴趣并

承诺提供资⾦⽀持，不⽌⼀次成为景观保护成功的

决定性因素。”

2010年7⽉，⼤⾃然保护协会波⼠顿地区办事

处的Mark� Anderson（同时也是上述2000年《⽣物

科学》⽂章的共同作者）和他的同事Ch a r l e s�

Ferree发表了具有⾥程碑意义的科学⽂章：《保持阶

段：⽓候变化和物种多样性的地球物理基础》（《公共

科学图书馆：综合》，2010）。在这篇⽂章中，作者表

达了有⼒观点，即“在解释多样性模式⽅⾯，地质因

素可能⽐⽓候更重要”，“如果地球物理多样性确实

驱动着区域多样性，那么地球物理环境保护可以提

供⼀种保护⽣物多样性的⽅法，⽆论是基于当前还

是未来的⽓候条件”。

到了2013年，OSI及其主要资助者之⼀多丽丝·

杜克慈善基⾦会（Do r i s � D u k e � C h a r i t a b l e�

F o u n d a t i o n , � D D C F）显 然 正 在 密 切 关 注

Anderson的研究。2012年8⽉，时任DDCF环境总监

Andrew�Bowman（现为⼟地信托联盟主席）写道：

新⽅法正在不断涌现，这有助于栖息地保护规

划者确定具有应对⽓候变化韧性的关键地点。鉴于

物种分布与⼟地的物理特性，尤其是地质和海拔密

切相关，对诸如⽯灰岩⾕地和淤泥洪泛区等地球物

理环境的保护，可以成为未来⽓候情景下⽣物多样

性保护的⼀种强⼤⽽有效的⽅法。通过绘制不同⽣

态区的地球物理环境图，和评估⽣态区内不同地点

的⽣态恢复⼒特点（景观复杂性和连通性），科学家

可以确定关键的韧性地点�即那些可以完整保护

的、⽣物多样性可以蓬勃发展和进化的⽣境。

⼤⾃然保护协会（TNC）⼀直在开发以地球物理

环境和恢复⼒因素为重点的⽅法，多丽丝·杜克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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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I “韧性景观”倡议保护的目标区域。 

地图：开放空间研究所

基⾦会环境项⽬对该研究提供部分资助。TNC在美

国东北/中⼤西洋13个州应⽤这些⽅法，以识别能⾜

以应对⽓候变化的韧性地区。近期，DDCF向开放空

间保护协会提供了总额超过1200万美元的赠款，⽀

持其在TNC提供恢复⼒分析基础上开展栖息地保护

规划、资源投放优化和⼟地收购⼯作（DDCF博客，

2012）。

OSI� 2012年的年度报告阐释了开放空间保护

协会（开放空间研究所的⼟地收购部⻔）收到的援款

如何影响OSI下⼀步发展战略。

2013年，在多丽丝·杜克慈善基⾦会的慷慨⽀

持下，OSI以保护这些地点为⽬标，启动了“韧性景

观”计划。这是⼀个以TNC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资本基

⾦，旨在保护美国东部的⼀些⽣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在教育和培训项⽬配合下，该基⾦将⽀持从中

⼤西洋地区13个州选出的4个重点地区的⼟地保护

项⽬（OSI，2012）。

2013年以前⼀直担任⾃然保护资本和研究项

⽬负责⼈的Peter�Howell为“韧性景观计划”提供战

略督导。Abby� Weinberg负责科研和培训⼯作，她

当时已担任OSI研究主任，向Howel l汇报⼯作。

Weinberg还领导团队出版了为东北地区⼟地信托

撰写的指南，名为《在不断变化的⽓候中保护⾃

然》，分上中下三部分。她还在OSI管理过⼀个为期

两年的项⽬，重点是“加强⼟地信托在数据和科学领

域的整合能⼒”。Jennifer� Melville是实际⼟地收购

⼯作的主管（她也向Peter� Howell汇报⼯作），有七

个地区的在地⼯作⼈员⽀持她的⼯作，这七个地区

分别是：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和缅因州森林；⻢萨诸塞

州和佛蒙特州的康涅狄格河中游；新泽西州⾼地和

基塔汀尼⼭脊；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波托

⻢克河源；阿拉巴⻢州、佐治亚州和⽥纳西州的坎伯

兰南部；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迪河；以

及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纳西州的蓝⼭

脊南部（⻅上图）。

2013年到2021年，“韧性景观”计划连年取得丰

硕成果。这期间，OSI共提供约1100万美元资⾦，这

些资⾦来⾃DDCF、Jane's� Trust等其他组织，⽀持

了59个项⽬，约5万英亩符合项⽬标准的⼟地得到保

护。通过这1100万美元资⾦，这个计划撬动了联邦

和州政府投资，并吸引了慈善机构、⼟地所有者和当

地⺠众捐款，共计1.17亿美元⽤于⼟地保护。这些被

保护的⼟地由各种公共和⾮营利组织拥有和管理，

其中包括对整个阿巴拉契亚地区恢复⼒⾄关重要的

地点，如宾⼣法尼亚州东部樱桃⾕国家野⽣动物保

护区（Cherry� Valley�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NWR）（⻅第32⻚照⽚）内的部分地块。除保护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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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樱桃谷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山顶草甸。OSI的“韧性景观”倡议扩大了生物栖息地。

照片：Nicholas A. Tonelli

华河流域的⽔质外，该地还是重要的野⽣动物保护

区并拥有丰富的游憩资源，为贯穿其中的阿巴拉契

亚步道提供了关键的缓冲保护地。如今，樱桃⾕野⽣

动物保护区保障了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绵延

2200英⾥的步道的部分联通性和⽣物完整性。

除为⼟地保护提供资⾦⽀持外，OSI还致⼒于

增强⼈⼒资本和组织能⼒。该组织推动120个⼟地

保护组织参与筹备“应对⽓候变化”的⾃然保护计

划，并向1300名⾃然保护从业⼈员提供⽓候变化培

训课程（开放空间研究所，2021）。受保护的区域包

括超过1.3万英亩的珍惜⽯灰岩栖息地和1.025万英

亩连接具有恢复⼒地块的⽓候廊道，这些地带对野

⽣⽣物尤为重要。对⽯灰岩栖息地的重视源于Mark�

Anderson的潜在科学洞察⼒，他在⾃然保护科学中

引⼊了⼀个新范式，并在OSI的⼀份回顾“韧性景

观”倡议进展的出版物中对此进⾏了解释。

韧性科学发展前景令⼈振奋，原因在于该学科

强调保护⼟地的持久性特征�不仅包括其⽣物特

征，还包括物理特征。某些地质特别重要，如⽯灰岩

⼟壤，因为其与⽣物多样性及⼩⽓候紧密相关。⼩⽓

候通常形成于地形多样的景观中，这些地⽅可在⽓

候急剧变化时为物种提供栖息场所（开放空间研究

所，2021）。

OSI管理⼈员发现，落实“韧性景观”计划⽬标

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鉴于保护关键

地球物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低海拔⼟壤肥沃的地

区，其中包含⾼强度开发地区和农业区，⼯作⼈员不

得不努⼒在⾼投⼊保护相对较⼩地块和更传统的

“定量资⾦保护定量⼟地”模式中寻求平衡。根据

Mark� Anderson的分析，⼯作⼈员认为这种权衡是

个合理选择，但也强调这会是⼀个持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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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需要进⾏更多的研究和测绘以更好了

解如何在⽣态恢复⼯作中考虑公平因素。“韧性景

观”投资和⿊⼈、原住⺠和有⾊⼈种（BIPOC）社区重

点需求并⾮总是⼀致的。为了将⽣态恢复与公平保

护更好结合，OSI正在考虑如何通过测绘地图确定

⼏者利益的汇合之处，并为这些地区提供更多资源。

OSI的⼯作范围远超“韧性景观”计划。在约七

年时间⾥，“韧性景观”计划下共拨付1200万美元预

算，⽤于⼟地收购和培训教育�平均每年不到

200万美元，主要由DDCF提供的拨款基⾦组成�

但这只占OSI同期累计年度预算的⼀⼩部分。例如，

2020财年，OSI报告的总⽀出超过5400万美元，总净

资产超过2.96亿美元。OSI利⽤部分预算，努⼒实现

其“拥抱多样性，完成为所有⼈保护⾃然的使命”的

⽬标。这个⼯作⽬标的实现⼀部分通过⼟地保护倡

议完成，例如，其在南卡罗来纳州⿊河沿岸正在开展

⼟地保护⼯作，该地有⼤量低收⼊⾮裔美国⼈。

2020年，OSI保护了⿊河沿岸310英亩的Hinds -

Canada地产，通过保护低洼地区免受开发影响，保

障当地居⺠免受洪灾，并打造了休憩场所和重要野

⽣动物栖息地（开放空间研究所，2020）。

2020年，“韧性景观”计划完成后，OSI设⽴了阿

巴 拉 契 亚 景 观 保 护 基 ⾦（ A p p a l a c h i a n�

Landscapes� Protection� Fund,� ALPF）。ALPF（⻅

第34⻚地图上的⽬标区域）建⽴在OSI早期项⽬成

就和战略基础上。除关注可为⽣物多样性提供⻓期

保障的韧性⼟地外，新基⾦还优先保护在当下和未

来⼏⼗年内可实现⼤量碳封存的森林。新基⾦也⾮

常重视⽓候危机下最有可能承受影响的多种群体合

作。正如OSI在2021年2⽉的⼀份新闻稿中所述：

为了实现与⽓候变化相关的重要⾃然保护⽬

标，OSI正在为⼟地收购和获取地役权提供赠款和

贷款，并另外吸引了6600万美元配套公共和私⼈资

⾦。ALPF也不断推动各州、当地社区、原住⺠部落和

⼟地信托共同努⼒，在⾃然保护⽬标与应对⽓候变

化重点中寻求合⼒。ALPF将放宽对⿊⼈、原住⺠和

有⾊⼈种领导组织的资助要求，因为这些群体受到

⽓候危机不利影响的⻛险更⾼。

阿巴拉契亚⼭脉北部重点地区是ALPF优先保

护的三⼤地区之⼀，其重要性源于：栖息地完好、具

备成为野⽣动物迁徙⾛廊的能⼒、森林绵延成⽚、

巨⼤森林资源具备保护和增加碳储存能⼒同时还能

为数百万⼈提供清洁⽔和休闲娱乐机会（OSI新闻

稿，2021）。

OSI创⽴之初主要关注开放空间和⽣物多样性

保护，如今越来越重视⽓候变化。这⼀转变与政府

间⽓候变化专⻔委员会（IPCC）和⽣物多样性和⽣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最近联合

发布的⼀份研讨会报告内容⼀致。IPCC和IPBES是

与关于⽓候变化和⽣物多样性的主要国际协议相关

的两个组织，受到联合国框架下每隔⼏年召开的

“缔约⽅会议”即COP会议监督。

报告概要陈述如下，该报告显⽰响应⽓候变化

⾏动的协调远⾼于保护⽣物多样性的⾏动，“减缓

全球变暖，以确保⽓候宜居和保护⽣物多样性这两

⼤⽬标相辅相成，⽽且对于能否可持续和公平地造

福⼈类⾄关重要。”

作者在报告概要后半部分指出，“⽓候变化和

⽣物多样性丧失会互相影响，意味着要想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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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东北部的哈弗尔河下游保护项⽬，是

将⼯业化⽔系恢复到更⾃然、更有机状态的典型案

例。这条河曾经允许驳船通⾏来为当地运输货物，但

如今已不再需要这项功能了。在这⾥开展的⽣态修

复⼯作带来了很多益处，包括改善⽣物多样性和栖

息地、提供重要休憩价值，并为该地区提供⾃然防洪

保护等。如今，该项⽬已成为欧洲及全球河流⽣态恢

复项⽬的典范。

该项⽬源⾃⼀个梦想，即为珍视的资源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Rocco� Buchta多年来⼀直积极倡导对

该河流进⾏⽣态修复。他出⽣于1965年，那时哈弗

尔河沿岸保护⼯作才刚刚开始。童年的记忆促使他

加⼊河流保护运动，他依然记得在⽔淹草甸上流连，

清晨与祖⽗在雾蒙蒙的河⾯上钓⻥，以及⾃⼰认真

观察整个流域内丰富⻦类的情景。如今，他担任该项

⽬协调员，也终于实现了他对下⼀代的承诺：他们可

以在哈弗尔河清澈的⽔中游泳，坐在沙滩上，观察翠

⻦、海狸和⽔獭的⽇常活动。

在河流保护⼈⼠数⼗年的坚持下，哈弗尔河下

游的环境修复实地⼯作终于在2005年启动。项⽬实

施地区位于柏林以西70公⾥（43英⾥）处，由德国⾃

然保护联盟（Naturschutzbund Deutsch land , 

NABU）负责。NABU是国际⻦盟在德国的合作伙伴，

也是德国最⼤的⾃然保护组织之⼀。

哈弗尔河流经德国东北部⼤部分平坦的沙质地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开放空间研究所网站

www.openspaceinstitute.org。

OSI通过阿巴拉契亚景观保护基金进行保护的区域。

地图：开放空间研究所

德国⾃然保护联盟（NABU）对

哈弗尔河下游的⽣态恢复⼯作

其中⼀个问题，都需要考虑另⼀个”（IPCC和IPBES，�

2021）。

OSI之后会将更多注意⼒和⾏动转向以全⾯、

协调的⽅式应对这两个挑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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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哈弗尔河下游及其附近的湿地仍然

具有⽣态重要性。早在⽣态恢复项⽬启动之前，哈弗

尔河下游低地便为1100多种受威胁和濒危的动植

物提供栖息地。⾃然保护主义者成功推动该地区的

部分区域获得法律保护。1978年该流域⼀处地点被

列为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拉姆萨尔湿地”。欧盟

Natura� 2000⾃然栖息地和野⽣动植物群保护⽹络

也为流域内其他地区提供了保护。尽管有这些官⽅

保护，在20世纪最后⼏⼗年⾥，河流⽣态系统及其

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哈弗尔河。

照片: hsvrs/Getty Images

貌，全⻓334公⾥（208英⾥），穿过柏林，流⼊中欧西

部最重要的⾮沿海湿地之⼀，即哈弗尔河下游低地，

最后流⼊易北河，后者是德国主要⽔道之⼀，最终汇

⼊北海。

过去⼏个世纪中，哈弗尔河曾是连接柏林和海

洋的重要交通⾛廊。在⼆战后德国被⼀分为⼆的时

代，哈弗尔河被充分利⽤于西德和柏林间的货物运

输。同德国和欧洲的许多其他河流⼀样，这条河也被

⼤幅改造以建造和维护航道。为了保障河道商业运

输，堰塞湖和⽔闸负责调节河⽔⽔位，切断了河流与

洪泛区的联系。这些措施导致⼤量⽣物多样性丧失，

严重⼲扰河流⽔动⼒。河流的⾃然防洪能⼒不断下

降，向农⽤地输送养料和⽔的⽣态服务不断减少。

草根的⼒量 35



哈弗尔河流经德国东北部至柏林，进入

中欧西部地区最重要非沿海湿地之一。

地图：Elena Wenz

附近湿地仍⾯临严重退化问题。

转折点出现在1989年德国统⼀后。1990年，当

统⼀的公路和⾼速公路⽹开通后，哈弗尔河下游⽔

道作为货运⾛廊的重要性下降。⼀群⾃然保护主义

者开始推动开展⼤规模河流恢复项⽬，⽬的是将附

近流域恢复到有蜿蜒河流、邻近湿地和丰富⽣物多

样性的近乎⾃然状态。该项⽬同时还能为下游城市

和基础设施增强⾃然防洪保护，改善住宅、商业和⼯

业⽤⽔⽔质，改善泥炭地条件，并为当地居⺠和游客

增加休闲娱乐价值。

截⾄2021年，上述许多⽬标已实现（NABU基⾦

会）。项⽬已获得约5100万欧元（5800万美元）资⾦，

并正在申请额外的2900万欧元（3300万美元）资⾦，

这些资⾦可将项⽬实施期延⻓到2033年。⼤部分项

⽬费⽤由德国环境部、勃兰登堡州和萨克森-安哈尔

特州以及NABU资助。⼀些较⼩的项⽬由当地政府

和私营企业等⼩型捐助者资助。

在⻓90公⾥（56英⾥）滨⽔区的⽣态恢复⼯作

完成后，河流将可以重新流动。项⽬开发计划列出以

下⽬标：

•� 拆除32个⽔坝和2个堤坝，重新连接河流和洪

泛区；将较⼩的⽔道（包括多达23条被截断的蜿蜒

河道）与河流重新连接，从⽽额外创造约500公顷

（1236英亩）的活跃洪泛区；

•� 移除约29公⾥（18英⾥）河岸线两边的71个固

堤装置；

•� 在现有和新创建区域，短期增加洪泛区森林

⾯积约494英亩（200公顷），⻓期可能增加约700公

顷（1730英亩）；

•� 在整个核⼼区建⽴与⾃然兼容的河流维护体

系，包括开发更动态的⽔管理系统、建⽴⻥梯、调整

草地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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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弗尔河⽣态恢复，需要⻓期坚持、全⼼投⼊

的⾃然保护主义者与科学家、基⾦会和⾮政府组织

携⼿合作。

•�购买约620公顷（1532英亩）⼟地，确保实现维

护和开发⽬标。

这个项⽬提出了⼀个重要问题，即⽔道管理的

体制机制和⾏政框架问题。在德国，虽然⼤多数⽔道

的航运作⽤已⼤⼤减弱，但它们仍被视为主要的交

通基础设施。实施⾃然保护措施需要⾯对众多法规

限制，且这些法规⼤多数并不涵盖河流恢复⼯作。要

想成功实施河流恢复项⽬，是否能游说相关⽅改变

⽔道管理模式⾮常重要。

项⽬⽬前能够取得成功，归功于⼏⼤因素。⾸

先，⾃然保护主义者们全⼼投⼊，⻓期坚持，其中许

多⼈在该地区⼈脉深厚，这⼀点⾄关重要。⼀批科学

家、基⾦会和⾮政府组织与项⽬设计和实施团队合

作，发挥了重要作⽤，特别是游说相关部⻔获得实施

项⽬所需的法律⽀持。项⽬团队看重政府和当地居

⺠的信任，例如，所有⾃然保护措施都以正式决议⽅

式获得市议会批准。修复项⽬在采取具体保护措施

⽅⾯也很灵活。⼤部分⾏动在筹备阶段计划好，在资

⾦到位后便予以实施。

游说和关系维护⾄关重要，这项⼯作早在沿河

实施第⼀批保护⾏动之前就开始了。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是规划阶段的⼀⼤重点，项⽬组为此建⽴了由

130个机构成员组成的项⽬咨询⼩组。2005年⾄

2009年，他们共计在30个地点组织了90次公众咨询

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发布公共信息，介绍中

期成果，并确保获得市议会对恢复措施的正式批准。

总之，哈弗尔河下游河道⽣态恢复创下了重要

先例，为落实欧盟⽔框架政策奠定了基础并为其他

更多资⾦⽀持的河流恢复项⽬提供了范例。该项⽬

⼯作⼈员成为了本地区实施各种河流恢复项⽬时最

受欢迎的专家。修复后的河流对游客和居⺠的吸引

⼒越来越⼤。该项⽬还证明了⾃然防洪的可⾏性，河

流取代了部分⽼旧的灰⾊防洪基础设施，且未对周

围居⺠区产⽣不利影响。

河流恢复显然对⽣物多样性⼤有裨益，尤其是

这种贴近⾃然状态的河流⽣态系统在欧盟已为数不

多，哈弗尔河的好处更是不⾔⽽喻。从2022年开始，

政府将对该项⽬的⽣态影响进⾏全⾯评估，预计持

续近三年时间。⽬前，⽆论是坊间传闻还是亲眼所

⻅，当地⼈相信哈弗尔河正在迅速地恢复。正如世界

野⽣动物基⾦会欧盟代表2021年4⽉所发布的带有

⻥、海狸、鹰、蛇和常⻘树表情的推特所述，“得益于

河流修复⼯作，德国的哈弗尔河再次成为各种野⽣

⽣物的家园…将⼀度濒临破碎的⾃然环境修复⾄常

态是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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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碳市场规模扩张了20%，创下

2720亿美元的成交记录。2021年5⽉，欧盟基准碳价

⾸次超过50欧元（约56美元）。随着碳市场在全球范

围内不断拓展，能储存和清除⼤⽓中碳的植物、⼟壤

和地质构造的保护和修复价值正在不断增⻓。

第五章

碳 封 存

智利巴塔哥尼亚地区的百内国家公园。

照片：Mirko Thiessen/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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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仍有许多是未知的。储碳能⼒和碳储

量⾼度受制于环境和⼟地类型影响。但总的来说，基

于⼟地的固碳⽅法，如造林（创造新的森林）、还林、

农林复合经营和⼟壤碳管理，可以保持和加强森林、

湿地、泥炭地和草原的碳汇作⽤。

作为可持续⼟地管理⽅⾯值得信赖的合作伙

伴，⼟地信托和保护协会正逐步将⼟地保护和恢复

⾏动与碳市场联系起来，为企业和⼟地所有者服务。

这项⼯作包括直接保护和恢复⼟地，并降低⾃愿碳

补偿贸易市场的准⼊⻔槛。因此，这些组织所做的⼯

作有助于促成较⼤规模的碳封存，以吸引公共和私

营部⻔利益相关者的兴趣和合作。

下⾯的例⼦展⽰了⼟地保护组织通过多种⽅式

推动碳捕捉和储存⼯作，⽆论是以固碳吨数（公吨）

还是英亩数来衡量。澳⼤利亚的“绿化澳洲”组织设

⽴了碳封存的宏伟⽬标并帮助企业抵消它们的碳排

放。在另⼀个半球，“哈德逊⻛景区”组织正在制定

⽓候⾏动总体计划，他们意在与纽约州⼀个地区的

农⺠紧密合作，发展固碳农业。⽽在更北的地⽅，佛

蒙特州的政府、私营、⺠间和学术机构正在合作，使

⼟地所有者能够在⼩型家庭森林中积累碳补偿。这

些举措显⽰出⼟地信托和保护协会正在探索各种⽅

式应对碳排放问题。

正如本报告的摘要所述，从加州到中国再到欧

盟，全球各地的碳市场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各国领

导⼈激烈讨论额外性、碳泄漏和核查等问题。在他

们考虑保护可能产⽣可交易碳信⽤额的⼟地时，⼟

地信托、保护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可通过参与认证

市场和遵守当地监管标准，从尽调过程中获益。

理解碳市场

排放到⼤⽓中的⼆氧化碳是造成⽓候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即使是相对成熟的森林，也有可能封

存和储存⼤量的碳（即从⼤⽓中移除碳并将其储存在⽊质⽣物质和森林⼟壤中）。这种森林的碳储存潜⼒可

以通过特定森林管理措施进⼀步提⾼。

⼟地所有者⾸先可以在运营管理⾃⼰的森林时提⾼其储碳能⼒，然后通过在履约市场或⾃愿碳市场上

出售碳信⽤额度（也称为碳抵消），将其储碳能⼒变现。这些碳信⽤额度的购买⽅包括必须满⾜现⾏环保法

规、减少其碳⾜迹（即抵消后的净碳排放量）的受监管实体，或者希望减少碳⾜迹的个⼈、⾮营利组织和企业。

这些公司可能是为了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标和股东期待，提⾼其公司或产品的声誉，履⾏公⺠责任，或是

为了证明⾃⼰有能⼒遵守未来可能出台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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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环境⽇设⽴⼗周年之际（1982年6⽉5⽇），

时任澳⼤利亚总理的⻢尔科姆·弗雷泽宣布了⼀项

国家植树计划，以扭转全国森林不断减少的趋势。作

为政府计划的⾮营利性合作伙伴，“绿化澳洲”组织

成⽴并负责筹措重新植树造林的计划。

近40年来，该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澳⼤利亚最⼤

和最雄⼼勃勃的⼟地保护团体之⼀。“绿化澳洲”的

第⼀个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公司，在该组织成⽴第

⼀年便与之合作。到21世纪初，“绿化澳洲”与美国

铝业公司的合作关系已顺利开创了诸多重要先例，

包括：

•���完善现⾏通⽤的直接播种技术；

•� 在21世纪中期，当各界仍在⼴泛争论⽓候变

化问题时，便推出⼀项公众可参与、经认可的碳补偿

计划；

•� 建⽴⼀个⼤规模的本地种⼦库，在澳⼤利亚

各地“收集、储存和播种25公吨（27.6吨）本地种

⼦”；

•� 协助创建了⼀个原⽣草原恢复领先试点项⽬

（“绿化澳洲”）。

21世纪头⼗年，美国铝业公司企业事务部⻔的

⼀位年轻经理在澳⼤利亚对“绿化澳洲”与美国铝业

公司的合作关系产⽣了特别的兴趣。在加⼊美铝公

司之前，Brendan� Foran曾在澳⼤利亚⾃然保护志

愿者项⽬中担任绿化主管，了解跨部⻔合作的价值。

在美铝公司⼯作的9年中，他获得了澳⼤利亚联邦⼤

“绿化澳洲”组织 学⼯商管理硕⼠学位，之后他加⼊“绿化澳洲”组织，

⽬前担任该组织⾸席执⾏官。

Foran始终珍视⾮营利组织与企业合作的战略

意义。在⼀篇⽂章中（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 l�

Porter和其合作者Mark� Kramer的项⽬）他被命名

为共享价值⾏动 “领军⼈”。⽂章提到了Foran对跨

部⻔合作的看法。

 “我们的机遇在于加强与企业伙伴和私⼈⼟地

所有者的沟通，让他们了解在澳⼤利亚开展⼤规模

和⼤尺度的景观恢复项⽬可以获得商业回报和环境

效益”（共享价值项⽬，2018）。

从“绿化澳洲”现⾏的⼩规模项⽬和未来⼗年的

宏伟计划中可以看出，该组织仍看好与私营部⻔的

合作。例如，在澳州⼤陆以南塔斯⻢尼亚岛州的中部

地区，“绿化澳洲”组织正在努⼒对约6000公顷（近

1.5万英亩）的关键栖息地进⾏⽣态修复，该栖息地

主要包括七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当地物种，其中包括

袋獾。在“塔斯⻢尼亚岛⽅⾈”项⽬下，近1000公顷

（2500英亩）⼟地上已经恢复了原⽣植被，还有

5000公顷（12,355英亩）将在未来⼏年恢复。除恢复

栖息地外，该项⽬还为当地客⼾积累碳信⽤额度，如

总部设在塔斯⻢尼亚的Pennicott� Wi lderness�

J o u r n e y s公司。该公司报告称，“过去9年⾥，

Pennicott通过“绿化澳洲”组织，完成了全部公司业

务碳抵消。迄今为⽌，公司已捐资超过40万澳元

（28.4万美元），这些资⾦正⽤于塔斯⻢尼亚州⽣物

多样性恢复⼯作。“绿化澳洲”组织利⽤这些资⾦种

植了超过20万棵树，抵消的⼆氧化碳排放量是公司

排放量的六倍多”（Pennicott基⾦会，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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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绿化澳洲”组织共封存约6万公吨

（6.6万吨）碳，保护约6000公顷（近1.5万英亩）⽣物

栖息地。与该组织2030年年度⽬标相⽐，这个成绩

只是⼀个⼩基数。2030年⽬标显⽰出该组织所涉范

围之⼴、规模之⼤和愿景之强。“绿化澳洲”组织的

⽬标是2030年保护超过6万公顷（近15万英亩）⼟

地，是2020年⽔平的10倍以上。此外，该组织还计划

2030年封存⼤约330万公吨（363万吨）碳，这⼀数字

是2020年成绩的50多倍。正如“绿化澳洲”组织

2020年总结报告所作的详尽阐述，这样的雄⼼对应

的是世界所⾯临的巨⼤⽓候挑战。

我们正在尽可能扩⼤影响⼒来为全球尺度的

⽓候变化解决⽅案做出贡献，“绿化澳洲”组织设置

的2030⽬标与世界范围内的⽓候⾏动、可持续发

展、⼟地恢复和⽣物多样性⽬标保持了协调⼀致（绿

化澳洲，2020）。

 “绿化澳洲”组织近期与澳⼤利亚房地产巨头

世邦魏理仕（Coldwell� Banker� Richard� Ell is, 

CBRE）的合作协议，明确反映出前者实现2030年⽬

标的意愿。世邦魏理仕在100多个国家拥有9万多名

专业员⼯，2021年5⽉的⼀份新闻稿对“绿化澳洲”

组织与该公司的协议作出如下介绍：

由于企业要求实现零净排放⽬标，环境补偿项

⽬如⼤规模植树来固碳的投资意愿显著得到提⾼。

因此，“绿化澳洲”组织指定世邦魏理仕的农业

综合企业团队成为其在地产领域的独家服务合作伙

伴，⽬标是在2030年前通过租赁、许可或所有权等

组合⽅式，获得33万公顷⼟地。

 “绿化澳洲”组织⾸席执⾏官Foran指出，“如此

⼤规模的挑战意味着我们需要调动最好的能⼒。世

邦魏理仕将协助我们实现雄⼼勃勃的⽬标，同时也

会为那些切⾝改善环境的⼟地所有者带来回报。”

世邦魏理仕农业企业副总监Phil� Melville表

⽰，“世邦魏理仕致⼒于利⽤其专业知识、资源和市

场影响⼒，帮助我们的客⼾减少他们地产产⽣的排

放，并采⽤最佳路径来提⾼我们⾃⾝业务的可持续

性”（绿化澳洲，2021）。

世邦魏理仕澳⼤利亚公司并不是唯⼀⼀个认

识到⽓候变化经济意义的⼤型企业。亿万富翁、实业

家Andrew� "Twiggy"� Forrest最近宣布，他计划⼤

幅扩⼤对澳⼤利亚可再⽣能源的投资，并将对同时

服务国内和出⼝市场的项⽬进⾏投资。同样，澳⼤利

亚可再⽣能源局负责⼈预计，澳⼤利亚有可能通过

可再⽣能源实现1000%的能源⾃给⾃⾜。也就是

说，他预测澳⼤利亚可以利⽤可再⽣能源⽣产约澳

⼤利亚国内能源消费量的五到⼗倍，可以向⻢来西

亚和⽇本等地出⼝电⼒和太阳能产⽣的绿⾊氢⽓

（Vorrath，�2021）。

未来⼗年，“绿化澳洲”组织格外富有雄⼼的⼯

作将受到全澳⼤利亚的密切关注和认真监督，特别

是考虑到Foran⽬前担任澳⼤利亚⼟地保护联盟

（Australian�Land�Conservation�Alliance,�ALCA）

董事会主席的情况。“绿化澳洲”组织的成功和不⾜

都反映在ALCA的⼯作范围、规模和⽬标上。2020

年，该联盟业务涉及⼟地⾯积超过300万平⽅公⾥

（近7.5亿英亩，⼟地⾯积约为印度的91%），与近

3000名澳⼤利亚⼟地所有者合作，每年吸引近5万

名⽀持者，员⼯约650⼈，年收⼊超过2.5亿澳元（超

过1.9亿美元）（ALC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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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绿化澳洲”网站：

http://www.greeningaustralia.org.au/。

另可参阅Cecilia Riebl为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

撰写编写的“绿化澳洲”详细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位于西澳大利亚州Penlup的“绿化澳洲”植树项目。照片：“绿化澳洲”组织

在阿德莱德举⾏的2019年ALCA⼤会上，这样⼀

个问题被提及：“我们将如何迎接挑战�以更聪

明、更快速、更不同、更团结的⽅式？”“塔斯⻢尼亚岛

⽅⾈”等项⽬和“绿化澳洲”组织未来⼗年的更⼤雄

⼼，正是对这⼀紧迫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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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的哈德逊河⾕⼗分容易遭受⽓候变化的

影响。该地区的⽣物多样性、经济和居⺠健康都需要

⾯对潮汐流的上升、更炎热的夏天以及新疾病媒介

和⼊侵物种突然出现等问题，还有其他各种预料之

内和之外的变化。由于该地区靠近纽约市，河⾕周围

众多的滨河社区会出现巨⼤的⼈⼝变化和⼈员流

动。河⾕内的农场和⽣物多样性可能会受到洪⽔、碎

⽚化和⽋约束开发活动的影响。若不认真规划，缺乏

对经典景观进⾏⻓期保护，该地区应对⽓候变化的

韧性可能会明显下降。

值得称赞的是，纽约州政府对这些威胁⽇益警

觉，并在努⼒解决这些问题。例如，纽约是2017年

6⽉发起的美国⽓候联盟的创始成员之⼀。该联盟由

25个州组成，承诺遵守2015年⽓候变化《巴黎协

定》，纽约州作为领导者，致⼒于履⾏《⽓候领导和

社区保护法》义务，承诺实施美国最积极的清洁能源

和⽓候⾏动计划。哈德逊河社区在实现该州雄⼼勃

勃、范围⼴泛的⽓候相关⽬标⽅⾯将⾯临重⼤挑战。

 “哈德逊⻛景区”组织成⽴于1963年，是美国最

早的区域性环保宣传和⼟地保护组织之⼀。该组织

具备帮助哈德逊河⾕内个⼈、社区和机构减轻⽓候

变化威胁并实现履⾏国家监管要求的能⼒。该组织

致⼒于实现其对哈德逊河⾕的愿景，即“⼀个由知情

并积极参与的公⺠组成的社区，努⼒使该地区成为

充满活⼒的河滨城市和城镇典范，到处是相互联通

的怡⼈公园和⼩径、美丽和韧性强的景观以及⾼产

农场”（哈德逊⻛景区）。该组织在⽓候变化领域发

挥领导作⽤，在地⽅、州和国家层⾯呼吁⽀持相关政

“哈德逊⻛景区”组织 策，设计科学⽅法，保护那些有助于⽣物多样性和⼈

类发展韧性提升的⼟地和适合可再⽣能源设施选址

的⼟地，并在哈德逊合股将所有这些策略付诸实践。

应对⽓候变化是⼀项复杂、动态和涉及个⼈情

感的⼯作。哈德逊⻛景区的专⻓是开发资源，帮助⼯

作⼈员和⾃然保护合作伙伴将基于科学的⽓候考量

纳⼊规划和选址过程，并协助他们以更可靠的⽅式

实施优先重点项⽬。其中⼀个项⽬是在2017年保护

毗邻哈德逊⻛景区内RamsHorn-Livingston保护

区的132英亩⼟地。在领导这项⼯作时，“哈德逊⻛景

区”确保“这⽚⼟地继续维持哈德逊河河⼝最独特和

完整的⼀块栖息地，并增强该地区应对⽓候变化影

响的韧性。”作出保护该地块的决定，部分原因是“该

地在‘哈德逊⻛景区’新的哈德逊河⾕保护战略

[Hudson� Va l l e y� Conse r vat i on� St ra teg y, 

HVCS]中排名靠前，因为它对河⼝适应海平⾯上升

和⽓候变化⾮常重要。‘哈德逊⻛景区’制定的

HVCS战略�其在“拯救最重要的⼟地”倡议中所

使⽤的新⼀代战略优先排序体系�⽤以明确确定

实现多维度⼟地投资效益的优先保护地区，这些效

益包括：维持⽣物多样性、提⾼应对海平⾯上升和其

他⽓候变化影响的韧性，[以及]保障许多物种赖以⽣

存的通道并保护正常运转的农⽥。”（哈德逊⻛景区，

2017）�

 “哈德逊⻛景区”还利⽤其《清洁能源未来路线

图》和《清洁能源，绿⾊社区》指导⼿册，帮助河⾕居

⺠、农⺠和可再⽣能源开发商选址并设计可再⽣能

源项⽬，尽量减少“对⾃然美景的影响，避免设计过

重的⻛景区，将[项⽬]保持在林线以下，运⽤强⼤的

植被屏障，[以及]将太阳能项⽬与其他⽤途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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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哈德逊河畔的风暴王山（Storm King Mountain）。照片：brandtbolding/Getty Images

如有利于授粉的植物、放牧活动或作物”（哈德逊⻛

景区）。例如，2020年2⽉，Cypress� Solar公司宣布

在纽约格林郡卡茨基尔镇的Bogart� 太阳能项⽬完

⼯，并在⼀份新闻稿中宣布“项⽬每年可产⽣⾜够

电⼒供300多个家庭使⽤...[伴有]2.5英亩有利于授

粉的栖息地。”（Cypress� Creek� Renewables，�

2020）“哈德逊⻛景区”祝贺这⼀消息，因为它成功

推动项⽬改良设计，使其不影响Cedar� Grove的壮

观景⾊，这⾥是艺术家Thomas� Cole的家园，如今

是国家历史遗迹。可再⽣能源的选址问题，对于推

动纽约电能容量多元化的项⽬开发商来说仍然是

巨⼤挑战。“哈德逊⻛景区”主张精简那些⼏乎不影

响重要环境资源的发电⼚的选址流程。

“哈德逊⻛景区”最引⼈注⽬的⼯作是推动美

国东北部的⼟地信托和保护协会实施⾃然⽓候解

决⽅案的⾏动。这些⼟地利⽤⽅法不仅减少了农⺠

和林地所有者的碳排放，⽽且还在⼟壤和地表植物

中封存了⼤量的碳。“哈德逊⻛景区”在该领域特别

注重发展能不断增加⼟壤碳汇的⻓期再⽣农业。

例如，该组织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哈德

逊河⾕的农⺠如何通过改变⾏为⽽维持碳平衡。研

究的⽬的是将这些农场变成储碳地，将碳储存在⼟

壤和林地中，⽽不是将⼆氧化碳和其他温室⽓体释

放 到 ⼤ ⽓ 中 。“ 哈 德 逊 ⻛ 景 区 ”与 A b b y�

Rockefeller和Ben� Banks� Dobson领导的Hudson�

Carbon组织合作，⼆⼈正在洛克菲勒夫妇2000英

亩的农场中开展再⽣农业实践并严格监测结果，以

了解如何更有效地在⼟壤中封存碳。“哈德逊⻛景

区”⼟壤实验室位于Abby� Rockefeller的⽼泥河农

场，由“哈德逊⻛景区”⼟地信托（在“哈德逊⻛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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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Hollow� Carbon是美国⾸批森林碳补偿

项⽬之⼀。该项⽬由佛蒙特州⼟地信托领导的多财

团合作开发，并通过其⼦公司Vermont� Forest�

Carbon� Company实施，成功将佛蒙特州Cold�

Hollow�Mountains�内10个⼟地所有者拥有的12块

⼟地聚集在⼀起，总⾯积约8600英亩。这些⼟地所

有者开展合作，产⽣碳信⽤额度并在⾃愿碳市场上

出售。这个概念验证项⽬表明，在⼩型私⼈林地为主

的地区，以经济有效的⽅式推进碳排合作，可以将林

地所有者与碳抵消市场连接起来。它还证明，⼟地信

托及其特殊⽤途⼦公司有能⼒主导综合碳补偿项

⽬。

为组织和落实该项⽬⽽建⽴的多部⻔、多财团

伙伴关系涵盖了不同的组织，包括佛蒙特州⼟地信

托、佛蒙特⼤学、Spatial� Informatics� Group（⼀家

提供分析服务的私营公司）、Cold� Hollow⾄加拿⼤

区域保护伙伴关系以及⼤⾃然保护协会（TNC）。除

帮助潜在买家与碳信⽤额度建⽴联系外，TNC还在

项⽬早期通过多丽丝·杜克基⾦会资助的⾃然⽓候

解决⽅案加速器赠款计划，为项⽬提供指导和⽀持。

High� Meadows� Fund和佛蒙特州住房和⾃然保护

委员会这两个在⾃然资源可持续利⽤和经济发展⽅

⾯经验丰富的组织，也为项⽬提供了资⾦和指导。

Lyme� Timber公司和Finite� Carbon公司提供了资

助，影响⼒投资集团Graditude� Railroad和亚⻢逊

公司是该项⽬产⽣碳信⽤额度的主要买家。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哈德逊风景区”网站：

https://www.scenichudson.org/our-

work/climate/。另可参阅美国土地信托联盟

的Kelly Watkinson为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撰

写的“哈德逊风景区”详细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Cold Hollow Carbon

项⽬（ 佛蒙特州⼟地信托）

区”⽀持下运作）出资建⽴，于2015年购买了农场的

开发权。

�“哈德逊⻛景区”还率先将农场、森林和湿地管

理⼈员、科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聚集在⼀起开展再

⽣农业实践。这些专家共享数据并推进有关政策，政

策最终将为实施再⽣农业实践的⼟地所有者提供补

偿和激励。例如，2021年4⽉23⽇（地球⽇和拜登总

统宣布推进其⽓候议程的第⼆天），“哈德逊⻛景区”

召开了⼀场视频会，主题是“⾃下⽽上开展碳封存：

东北部农场和森林的机遇”。会议第⼀场⼩组讨论

中，“哈德逊⻛景区”的Ned� Sullivan、多丽丝·杜克

慈善基⾦会的Sasha� Spector和美国⽓候联盟的

Jennifer� Phillips阐释了美国农⽥在碳封存⽅⾯的

巨⼤潜⼒。例如，Spector表⽰，覆盖作物具有很⾼

的成本效益，到2025年，美国每年有可能减少约1亿

吨的⼆氧化碳当量（哈德逊⻛景区，2021）。

�“哈德逊⻛景区”拥有精⼼设计的宣传、基于科

学的规划和⼟地保护战略，依然是美国和世界各地

致⼒于应对⽓候变化的⼟地信托和环保组织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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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蒙特州土地信托2018年报告强调了该州的碳机

遇。佛蒙特大学和Spatial Informatics Group合作

编写了该报告。

⼀个林地所有者（或⼀群林地所有者）可以出

售的信⽤额度数量，部分取决于可⽤林地的⼤⼩、

森林类型以及与某些管理实践相关的现有和预计

的储存⽔平。所有这些细节都会影响“基线”碳储存

量，碳信⽤额度在“基线”基础上产⽣。碳信⽤额度

的数量由林业专家计算，他们使⽤实地测量和其他

⽅法估算特定林地可以固存多少超过既定基线的

碳。对于履约市场和⾃愿市场，碳信⽤额度按照既

定协议产⽣并登记在册，Vermont� Forest� Carbon�

Company使⽤美国碳注册登记系统。

⾼额的前期“软”成本或交易成本，可能会让相

对较⼩林地的所有者⾯对市场望⽽却步。费⽤包括

进⾏实地盘点、估算森林碳汇潜⼒、设⽴适当的财

务结构、第三⽅核查、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作。每

个项⽬的累计成本从2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甚⾄更

多不等，这对⼤多数相对较⼩森林地块的所有者来

说是难以承受的。（⼀般来说，⼤多数⼩于5000英亩

的地块和⼏乎所有⼩于1500英亩的地块都被排除

在外。）

Cold Ho l low Carbon项⽬表明，通过将约

200英亩或更⼤规模的、中⼩型私⼈所有的森林地

块聚集在⼀起，可将“软”成本有效分摊到更多的森

林⾯积上，使较⼩森林地块的所有者能够将其碳信

⽤额度推向市场。鉴于⽊材市场价格不断波动，加上

销售枫糖浆等产品的收⼊，森林所有者可以产⽣⾜

够的利润、积极的现⾦流以及多种附带收益，保持管

理森林的财务可⾏性。

这种综合项⽬的⼀个优点是可以激励⼟地所有

者⻓期保持拥有森林的完整性，⽽不是将⼟地转换

为其他⽤途。例如，按照Cold� Hollow� Carbon合作

协议出售碳信⽤额度，需要参与合作的⼟地所有者

承诺40年内⼀直将森林⽤于碳储存。因此，四⼗年

内，参与合作的森林所有者不能将所拥有的森林转

换为其与Vermont� Forest� Carbon� Company签订

协议中没有规定的⽤途。

对许多这样相对较⼩森林地块逐步进⾏保护，

可以在佛蒙特州⼤⽚地区，甚⾄在加拿⼤魁北克省

和新不伦瑞克省的加斯佩半岛延伸到纽约州西部的

整⽚北⽅森林产⽣额外的系统性效益。佛蒙特州⼟

地信托⼦公司V e r m o n t � F o r e s t � C a r b o n�

Company管理的Cold� Hollow� Carbon项⽬（正式

名称为Cold� Hollow到加拿⼤的森林碳合作项⽬），

预计产⽣以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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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Hollow Carbon项⽬表明，通过将约200英亩或更⼤规模的、中⼩型私⼈所有的森

林地块聚集在⼀起，可将“软”成本或交易成本有效分摊到更多的森林⾯积上，使较⼩森林地

块的所有者能够将其碳信⽤额度推向市场。

·参与项⽬的森林增加了固碳存量；

·20年内为⼟地所有者⽀付加强森林管理的费⽤；

·森林更健康、⽔更清洁、未来洪⽔破坏影响更低；

·动植物多样性增加、野⽣⽣物栖息地更健康；

·持续性开采⽊材并产出枫糖浆；

·附近城镇的夏季热岛效应可能减少；

·北部森林的⻓期保护及其提供的经济和环境效

益。

通过类似合作模式，可在整个佛蒙特州、北部

森林地区和其他地⽅推⼴积极效益。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佛蒙特州土地信托基金网

站 ：www.vlt.org/forestcarbon。另可参阅 

Kavita McLeod 

为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的 “Cold Hollow 

Carbon 

”详细案例：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

k.org/resources-

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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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能源的发展可能需要在⽓候问题和⽣物

多样性问题之间进⾏权衡。⻛能和太阳能是取代化

⽯能源，减少温室⽓体排放最有效的⼯具之⼀，因此

对全球能源⽣产的脱碳⾄关重要。在过去20年，可

再⽣能源发展迅速且成本不断下降，⽽全球对可再

⽣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但是可再⽣能源基础设

施的制造和开发可能造成噪声污染、改变或破坏栖

息地并给动植物带来碰撞和其他⻛险。

第六章

能 源 ⽣ 产 和 分 布

堪萨斯州70号跨州公路旁的风力发电

场。照片：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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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地信托和保护组织在⽣物多样性

保护⽅⾯的突出⼯作展⽰了⺠间组织如何解决相互

交织的⽓候和⽣物多样性危机。尽管解决⽓候问题

和⽣物多样性问题可以相辅相成，但是并⾮所有的

⽓候解决⽅案都有助于应对⽣物多样性丧失

（IPCC和IPBES，2021）。事实上，如果没有精⼼的规

划，缓解⽓候变化的举措反⽽会给⽣物多样性带来

负⾯影响。

⼟地信托和保护组织意识到加快发展可再⽣能

源和保护⽣物多样性同样重要。这些组织在此原则

下制定策略、准则和解决⽅案，试图通过规划避免或

减少⽓候变化和⽣物多样性之间的可能冲突。

下列案例中的两个项⽬展⽰了国际组织如何在

具体地区尝试并推⼴创新的⽅法，开辟新的路径。为

⻛能正确选址（Site� Wind� Right）项⽬是⼤⾃然保

护协会（TNC）的标志项⽬，在美国中部的本地⾼草

草原开展野⽣动物友好的可再⽣能源选址规划。在

⾮洲⼤裂⾕，国际⻦盟正在保护受到⻛⼒发电机和

输电线威胁的⻦类迁⻜路线与关键地点。在上述两

个案例中，⼟地信托和保护组织形成了可推⼴复制

的模式来应对⽓候和⽣物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众看来，堪萨斯州的地形⼀⻢平川，⼀望

⽆际。实际上，在堪萨斯州东部有⼀座⻛景如画，蜿

蜒起伏的弗林特⼭，在俄克拉荷⻢州被称为欧赛奇

⼭。这座⼭上有北美最后的⾼草草原（Ricketts，

1999）。在过去数⼗年间，弗林特⼭成为包括⼤⾃然

保护协会、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类及野⽣动物管

为⻛能正确选址

理局、⾼草遗产联盟（Tallgrass� Legacy� Alliance）、

堪萨斯州牧场信托组织、堪萨斯州⼟地信托组织、本

地牧⺠以及其他私营⼟地所有者等众多组织和个⼈

实施创新保护措施的重点地区。这些组织和个⼈共

同管理着⼤约500万英亩的⾼草草原。

Brian Obermeyer现任⼤⾃然保护协会堪萨斯

州保护和管理主任。在2002年，他在弗林特⼭领导

以社区为基础的保护措施，⼯作时间将近⼀年。正是

在那时，他第⼀次接触到现代⻛⼒发电技术。彼时，

他从爱荷华州开⻋到明尼苏达州参加保护会议，看

到 地 平 线 上 矗 ⽴ 起 新 ⼀ 代 的 ⻛ ⼒ 发 电 机 。

Obermeyer⾮常了解可再⽣能源对缓解⽓候变化

的重要性，但是他也了解到错误的⻛⼒发电选址会

扰乱野⽣动物栖息地，威胁弗林特⼭乃⾄北美⼤平

原独有的动植物。

在之后的⼆⼗多年，Obermeyer和⼀些合作者

把⼯作慢慢扩展到⼏乎整个北美⼤陆。科学研究以

及⻛能选址准则项⽬囊括了来⾃美国中部的本⼟和

区域科学家。从得克萨斯州到北达科他州，从俄亥俄

州到蒙⼤拿州，“为⻛能正确选址”项⽬在美国⻛带

识别了新⼀代发电设施的地理空间布局。该项⽬通

过事前规划，在⻛⼒发电场选址时保护了⽣物多样

性。在选址时系统性考虑野⽣动物栖息地的做法得

到了阿根廷和澳⼤利亚等国家的政策研究者、⼯程

师和企业管理⼈员的关注（Sheil，2020）。

“为⻛能正确选址”项⽬的概念直接明了。第⼀

步是对⽬标地理区域内适合⻛能发电的地点绘制全

⾯的地理信息系统（GIS）地图（在本案例中为美国⻛

带的⻛能资源图层）。第⼆步是绘制本⼟物种的栖息

地或⽣存范围（⽣物多样性图层）（⽐如美洲鹤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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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能正确选址”GIS地图上的生物多

样性图层。图片：大自然保护协会

徙路线）以及⼯程和⼟地使⽤限制区域（基础设施图

层）。最后⼀步是将⻛能资源图层与⽣物多样性图层

和基础设施图层相叠加，从⽽显⽰出⻛能资源合适

且对野⽣动物或基础设施⼏乎没有影响的地点，并

由此⽣成⼀个低影响（low-impact）选址的地图。

尽管上述步骤听上去很简单，但是过程中需要

⾯对很多挑战。收集多家机构、数百位⽣物多样性专

家掌握的信息并绘制成图是需要花费数年时间的，

⽽这份地图在之后仍需要定期更新。⻛能和⼟地使

⽤限制图层也需要更新，但是基础数据较为容易理

解且⽅便获取。在获得数据之后，开发商和运营商、

能源和电⼒传输公司、监管者、各级政府的政策制订

者、企业购买者、家庭和个⼈可以分享和了解这些数

据，并且使⽤数据指导⻛⼒发电场的选址和运营。

幸运的是在美国中部，上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美国中部的17个州拥有⼴阔的适合发展⻛能的低影

响⼟地。⼤⾃然保护协会员⼯的深⼊研究表明，研究

范围内⼤约有2.22亿英亩⼟地拥有合适的⻛能资

源。⽽在这2.22亿英亩⼟地中，约9040万英亩适宜发

展⻛能，因为其开发⼏乎不会破坏野⽣动物栖息地。

9000万英亩的⾯积⼤约占17个州总⾯积的

9%。基于每平⽅公⾥⻛⼒发电机的铭牌额定值为

3兆⽡计算（Gaughan，2018），在9000万英亩适宜

发展⻛能的低影响⼟地可以形成1099兆⽡的⻛⼒

发电量。该数字⼤约是美国2019年⻛⼒发电量的

10倍，并且等于美国2018年所有来源的总发电量

（⼤⾃然保护协会，2019）。

“为⻛能正确选址”项⽬地图的绘制者并不认为

该地图是在美国中部为⻛能选址的绝对权威。他们

建议在选址时应该参考更细致的分析，并且将美国

⻥类和野⽣动物管理局、联邦航空局以及当地机构

等颁布的监管要求纳⼊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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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路线（flyway）表⽰⼀种或⼀群迁徙候⻦在

⼀年周期中覆盖的区域，包括繁殖地和⾮繁殖地，以

及连接各地的迁徙路线（migration� routes）。东⾮

⼤裂⾕-红海迁⻜路线起始于约旦河⾕，横贯叙利

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之后该通道分岔为三

条路线：第⼀条跨越苏伊⼠湾直到尼罗河⾕；第⼆条

跨越苏伊⼠湾到达红海西岸（埃及、苏丹、厄⽴特⾥

亚、埃塞俄⽐亚和吉布提）；第三条沿着红海东岸

（沙特阿拉伯和也⻔）跨越曼德海峡南段，之后和另

外两条路线汇合并⼀直延续到东⾮⼤裂⾕。

研究表明37个物种的150万只候⻦每年两次通

过上述路径迁⻜。东⾮⼤裂⾕-红海迁⻜路线是世界

上规模最⼤的路径，连接欧洲的繁殖地和⾮洲的越

冬地区。在这个路径上⻜⾏的候⻦⾯临诸多威胁，⽐

如野⽣猫科动物和家猫、中东和北⾮的⾮法捕猎、冲

撞⻛能发电设施、输电线触电，以及破坏性的农业实

践、⽆序的废弃物管理以及选址不利的旅游设施造

成的栖息地丧失。

在2000年，国际⻦盟启动“翱翔的候⻦”（MSB）

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详见大自然保护协会“为风能

正确选址”网站：

http://www.nature.org/en-us/what-we-

do/our-priorities/tackle-climate-

change/climate-change-stories/site-

wind-right/。另可参阅 James Levitt为林肯

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的“为风能正确选址”详细

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在北⾮和中东保护

迁⻜路线以应对⽓候变化

但是，“为⻛能正确选址”项⽬的⽅法框架仍然

很有价值。在美国⻛带的许多地点，⼤量⻛⼒发电机

拔地⽽起，同时环境保护者仍可以继续保护野⽣动

物和栖息地。此外，科研的不断进步可以提⾼选址的

精确度，在建设可再⽣能源设施的同时管理好⾃然

遗产。

“为⻛能正确选址”项⽬的⽅法已经⾛出美国。

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能设施选址项⽬正在开展。

根据当地条件和法律框架，这些国家⿎励⻛能开发

商在境内选取低⻛险的项⽬地点。世界⾃然保护联

盟最近关于缓解⻛能和太阳能影响的⼀份报告在引

述案例时，引⽤了“为⻛能正确选址”项⽬和⼤⾃然

保护协会关于可再⽣能源项⽬规划的补充研究“选

址的⼒量（Power�of�Place）”。

随着美国和全世界的⻛能和太阳能在未来⼏⼗

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更全⾯的可再⽣能源选

址和规划⽅法势必会不断涌现。如果国际社会要实

现宏伟的⽣物多样性保护⽬标，⽐如在2030年前保

护地球上30%的陆地区域，那么缓解“能源扩张”是

必经之路。缓解能源扩张包括将可再⽣能源设施安

置在低⻛险区域中。尽管低⻛险区域选址的⽅法已

发展20年有余，为了给后代保留⼤体完整的⼟地和

⽔资源，这些⽅法仍需进⼀步改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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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保护最重要的候⻦和⽣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地区，让它们免受五个部⻔的⼈为影响：农业、能

源、捕猎、旅游业和废弃物管理。MSB项⽬的⽬标是

在五个部⻔对候⻦实施保障措施，确保⻦类获得便

于进⻝和休息的适宜停歇地。MSB项⽬包括两个阶

段：2000年-2015年，10个国家加⼊了项⽬第⼀阶

段；2018年-2022年，6个国家加⼊了项⽬第⼆阶段。

MSB项⽬帮助威胁候⻦的各个部⻔制定指南。

⽐如黎巴嫩的狩猎实践改善建议、在埃及建造对⻦

类友好的酒店、防⽌地区的农药毒害⻦类、可持续

管理废弃物、对太阳能和⻛能设施进⾏负责任的选

址和管理，以及安全铺设输电线。

对翱翔的候⻦，东⾮⼤裂⾕-红海路径是世界上

第⼆重要的迁⻜路线。猛禽、鹳、鹈鹕、鹮和鹤等

37个物种每年通过此路径迁徙，⽽且此路径上已经

发现20个关键迁徙地点。如果该区域内的电线杆和

输电线⽆法恰当安装，那么候⻦冲撞和触电的⻛险

很⾼，尤其是与迁徙关键区重合时。《保护野⽣动物

迁徙物种公约》的研究（Prinsen、Boere、Pires和

Smallie，2011）估算⾮洲-欧亚区域的每个国家每

年会发⽣10000起触电事故和数⼗万起冲撞事故。

MSB指南建议输电线选址避让重要的候⻦和⽣物

“翱翔的候⻦”（The Migratory Soaring Birds, MSB）项⽬改进了黎巴嫩的负责任狩猎实

践、埃及的⻦类友好酒店，推进了废弃物管理实践和预防农药中毒的举措，优化了输电线安装

以及区域内太阳能和⻛能设施的选址与管理。

多样性区域。同时，输电线不应选在迁徙关键区内，

并且不应侵⼊由⺠间和私营组织管理的保护区和

邻近保护地。

⻛能发电被公认为是应对⽓候变化的解决⽅

案。东⾮⼤裂⾕-红海迁⻜路线上⻛能资源丰富，适

宜发展⻛电。但是，如果迁⻜路线上的⻛⼒发电场

选址不当，则会给⻦类带来极⼤⻛险。候⻦可能遭

遇冲撞、⼲扰或位移和阻碍效应。开发企业在为⻛

⼒发电场和输电线选址时必须三思⽽后⾏，才能发

挥迁⻜路线上巨⼤的⻛能潜⼒。国际⻦盟估计仅仅

红海沿岸每年便可以通过⻛⼒发电20吉⽡。

埃及的⽬标是2022年国内电⼒的20%来⾃可

再⽣能源，并且在2 0 3 5年将⽐例提升⾄4 2%

（Shehata� &� Partners公司，2020）。埃及在红海附

近划定650平⽅公⾥（⼤约166000英亩）的⼟地，计

划在2022年后发展⻛能。约旦2020年可再⽣能源的

⽬标⽐例是10%（Abu-Rumman、Khdair、Khdair，

2020），但是叙利亚难⺠涌⼊等因素放缓了⽬标的

实现。

MSB建议在关键的迁⻜路线上“按需关闭”⻛

⼒发电设施以减少候⻦和涡轮发动机旋翼的冲撞。

MSB报告指出“在⾼⻛险时期关闭⻛⼒发电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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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更多资料信息，可参阅Kiragu Mwangi为林

肯土地政策研究院撰写的“东非大裂谷-红海迁

飞路线”详细案例：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reso

urces-education，本文节选自该案例。

东非大裂谷-红海迁飞路线（包括迁飞关键区）。

地图：国际鸟盟

有效减少候⻦死亡。”报告总结称“按需关闭”措施

仍在检验和改进中：

我们也需要考虑关闭⻛⼒发电机适⽤的标准。

标准必须有助于将⻦类⾯临⻛险最⼩化的同时降低

发电量的损失。如果没有⾼⻛险环境下相关因素的

详细信息，这些标准必须保持动态灵活，以便适应

新的信息和知识（UNDP，国际⻦盟，全球环境基⾦，

2015）。

因此，“按需关闭”操作准则必须根据条件变化

灵活使⽤。⽐如，在沙尘暴中，⼈们很难识别不断接

近的候⻦群；更加精确的雷达、声呐、激光雷达和其

他科技可以有效减少冲撞。监控冲撞中的受害⻦类

⾮常重要，并且应作为评估⼯具指导“按需关闭”操

作准则的使⽤。

显然，MSB项⽬让埃及等迁⻜路线周围的国家

更容易发展清洁能源，并且可以出⼝多余的可再⽣

能源。通过有效的标准和实践，MSB⼒求更好地了解

这些可再⽣能源发展是否可以保护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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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感受到⽓候变化愈演愈烈的影响。规

模不⼀的⼟地信托和保护组织提供基于⾃然的解决

⽅案，在其中融⼊最先进的科学，造福各个规模的社

区。这些组织在直接与社区和⼟地所有者合作⽅⾯

经验丰富。他们了解⾃⼰的侧重点，并且知晓⾃⼰和

⼟地的紧密关系。他们经常建⽴本⼟和地区性的伙

伴关系，并且制定和实施⻓期的法律合同、技术规范

与管理规划。

第七章

经 验 教 训

消防管理人员在华盛顿州东部实施受控燃烧以

改善并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同时降低灾难性

山火的风险。照片：Ken Meinhart/USF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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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对抗⽓候变化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

的⼟地信托和保护组织正在开发⼯具、建⽴伙伴关

系并让不同部⻔的相关⽅参与到⼟地管理之中，以

缓解和适应⽓候变化。这些组织可以为未来的⾏动

提供经验，催⽣并推⼴创新的解决⽅案，为决策提供

信息，从⽽更快实现21世纪最紧迫的环境保护事

项。

正如政策焦点报告的章节名称所⽰，⼟地保护

组织已经采取了众多⾏动以实现各种⽬标。这些⽬

标包括在⼟地所有制不同的情况下协调管理

（Cutting� Green� Tape）；植树造林以恢复⽣态系统

功能并加强森林碳汇（蚂蚁森林）；管理⾬洪并预防

污染（Ne i g h b o r S pa ce）；提供休闲娱乐资源

（NeighborSpace、哈弗尔河、墨西哥湾沿岸伙伴关

系）；保护社区免受河滨条件变化以及海平⾯上升的

影响（哈德逊⻛景区）；为⽔资源紧张的都市区提供

淡⽔（⽔基⾦⽹络）；提供必要的⼟地、内陆和海洋

野⽣动物栖息地（开放空间研究所、化澳洲）；推⼴

森林碳汇市场交易（Cold� Hollow� Carbon、哈德逊

⻛景区以及绿化澳洲）；为可再⽣能源设施正确选址

（为⻛能正确选址）；以及为多种候⻦保护关键的迁

徙⾛廊（国际⻦盟迁徙路径保护项⽬）。

这其中的许多⾏动都会带来多种公共效益。德

国的哈弗尔河项⽬的效益包括提供野⽣动物栖息

地、防⽌洪涝、创造旅游部⻔的经济发展机遇以及为

本地居⺠创造休闲娱乐资源。类似的是，纽约州哈德

逊⻛景区项⽬设计的初衷便是提供各类型的效益，

从本地到全球的多层级⼯作 能够克服各式挑战并产⽣多种效益

⽆论是在城市街区建造袖珍城市公园，还是在

全球扩⼤⽔基⾦⽹络，⼟地信托和保护组织等社会

组织正在各个层级上实施有效、可衡量的⾏动，保护

⼟地并解决了⽓候问题相关的诸多挑战。

本政策焦点报告中的案例覆盖不同的地理规模

尺 度 。地 区 规 模 尺 度 的 ⾏ 动 包 括 巴 尔 的 摩 的

NeighborSpace组织和Cold� Hollow� Carbon项

⽬。州级和地区级的⾏动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的

Cutting Green Tape⾏动、德国中部的哈弗尔河恢

复⼯作，以及美国南部跨辖区旨在解决复杂问题的

墨西哥湾沿岸⼟地保护伙伴关系。中国的蚂蚁森林

项⽬、绿化澳洲以及“为⻛能正确选址”（跨越墨西

哥到加拿⼤的美国⻛带）⾏动则已经或试图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国际⻦盟的“翱翔的候⻦”项⽬跨越了

北⾮到中东的多个⼤陆和国家。

本⽂介绍的⾏动也覆盖不同数量和规模的参与

者。Cold�Hollow�Carbon项⽬纳⼊了管理12个地块

的10位⼟地所有者。⽽中国5.5亿消费者参与了蚂蚁

森林项⽬�⼤约是中国⼈⼝的三分之⼀。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项⽬规模中学习到什么呢？

最基本的经验是社会组织⾮常灵活，可以和私营机

构、学术组织、其他NGO以及公共部⻔合作，在各种

⼤⼩的地理范围内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案。公共部

⻔机构常常受限于摇摆的公众意⻅和当下的政策优

先导向，⽽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并灵活地实施解决⽅

案，因此会成为公共机构出⾊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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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是⼀个复杂的现象，且其后果在不同

时点和地理空间上差别迥异，因此需要放眼⻓远的

战略思考和对可衡量成效的聚焦。本报告中的每个

⾏动都拥有清晰的战略意图，并且每个⾏动都界定

了可⻅的成果，彰显他们⽬前为⽌取得的进展并且

指导未来的⽅向。

蚂蚁集团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会以及桃花

源⽣态保护基⾦会等NGO合作，⿎励其客⼾采取可

持续的⽣活⽅式，为中国其他互联⽹科技公司做出

榜样。蚂蚁集团采⽤了可持续⽣活⽅式“游戏化”的

策略，实现了可观的增⻓。⾃2016年开始，蚂蚁森林

已经吸引了超过5亿⼈参与，栽种了约2.2亿棵树⽊，

保护了濒危物种栖息地等超过4 2 0平⽅公⾥

（100000英亩）的⼟地。在未来，蚂蚁森林需要思考

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客⼾增⻓并继续以可持续的⽅式

扩⼤保护⾜迹。

尽管本报告中⾏动的范围和规模不尽相同，但

是它们都通过合作实现战略⽬标。这些合作关系可

以跨越地块边界和部⻔，也可以跨越⾦融和遥感等

不同专业领域。有效合作是⼟地信托和保护组织实

现宏伟⽬标以应对⽓候变化的关键因素。与关键伙

伴建⽴信任和合作可以帮助⼟地信托和保护组织获

取不同部⻔的知识与资源，从⽽摆脱“单兵作战”模

式，提⾼效率和拓展影响。

加⼊墨西哥湾沿岸⼟地保护伙伴关系的⼟地信

保持合作

包括抵御海平⾯上升、推进碳信⽤市场、改善农业实

践并且增加本地休闲娱乐资源。

案例研究表明宣传这些效益对获得社区的⻓久

⽀持⾮常重要。通过分享交流项⽬结果，NGO保护

组织可以和公共、私营、⾮政府和学术伙伴保持紧密

联系以促进未来的共同发展。在哈德逊⻛景区项⽬

中，保护组织了解到居⺠对⼲净⽔源、健康⻝物和洪

涝安全的关切，因此在交流时可以把⼟地保护和居

⺠⼼中的优先事项联系起来。⽐如，保护组织和农⺠

谈话时，会着重谈论⼟地管理对农⺠最实际关切带

来的好处，⽽⾮空谈碳问题。

聚焦⻓期战略意图和可衡量的成效

绿化澳洲的⾸席执⾏官Brendan�Foran也提出

类似的宏伟战略⽬标。如第五章所说，绿化澳洲希望

在2030年保护超过60000公顷（150000英亩）的⼟

地，且这⼀数字⽐2020年要多10倍以上。此外，绿化

澳 洲 希 望 在 2 0 3 0 年 封 存 约 3 3 0 0 0 0 0 公 吨

（3630000短吨）的⼆氧化碳，且这⼀数字⽐2020年

要多50倍以上。Foran解释称这样的雄⼼对应的是

世界所⾯临的巨⼤⽓候挑战。

蚂蚁森林和绿化澳洲设定了⾮常快速的增⻓⽬

标，但是“为⻛能正确选址”项⽬和开放空间研究所

等其他⾏动在过去数⼗年间的战略发展更为谨慎。

“为⻛能正确选址”项⽬花费20年时间成⻓为全国性

的项⽬。在过去50年间，开放空间研究所的⼟地保护

战略从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郊区逐渐发展，在21世

纪20年代之后覆盖从佐治亚州到缅因州的整个阿巴

拉契亚⾛廊。⽆论这些策略需要花费⼏年抑或数⼗

年才能贯彻到位，它们都瞄准了可量化⽬标，为本国

和全球的同类组织提供了战略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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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组织分享了知识和资源，由此降低成本并从多个

联邦政府部⻔和其他来源获得资⾦。佛蒙特州联盟

囊括佛蒙特⼟地信托组织、佛蒙特⼤学、Co l d�

Ho l low� Carbon项⽬、空间信息学组（Spat ia l�

Informatics� Group）以及⼤⾃然保护协会等⾮营

利、学术和私营部⻔组织。佛蒙特州联盟特意采⽤⽔

平的组织架构，充分利⽤各组织在森林、碳排放、农

村经济发展和⼟地所有者价值等⽅⾯的深度经验。

N e i g h b o r S p a c e通过巴尔的摩绿⾊联盟

（Baltimore� County� Green� Alliance）和摩根州⽴

⼤学、本地景观公司以及本地⾮营利组织建⽴多个

区域性伙伴关系以动员志愿者、获得开放空间费的

资助并为公园提供社区⽀持。正如⾦⻔公园保护区

和其Cutting Green Tape⾏动，建⽴景观区域级别

的⽹络和伙伴关系，可以让各组织在更⼴阔的范围

内解决森林⼭⽕等不受辖区或边界框定的⽓候问

题。通过⽀持⼟地管理者、科学家和公共政策倡议者

组建的活跃团体，在美国东北部，“哈德逊⻛景区”项

⽬在运营管理的农场、森林和湿地上加快推进以基

于⾃然的⽓候解决⽅案。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的领

导⼈会特意和不同⽂化与种族的社区成员联系，让

他们参与设⽴整体策略和具体的⽬标成果。

正如数个案例清晰显⽰，私营部⻔的强⼒合作

和领导有助于快速推进发展。在中国，桃花源⽣态保

护基⾦和蚂蚁集团合作，促进蚂蚁森林快速发展。绿

化澳洲已经签署协议和全球房地产服务商澳⼤利亚

CBRE合作，意在通过租赁、许可或持有的⽅式在

330000公顷（815100英亩）的⼟地上实现植树⽬

标。

本报告列举的合作策略往往都具备⼀⼤特点，

即管理得⼒、组织架构清晰以及问责制明确。在“为

⻛能正确选址”项⽬中，⼤⾃然协会各州分会和许多

⼤学与研究院的科学家合作，在选址⼯具中绘制⽣

物多样性⻛险图层。在⼤⾃然保护协会明尼阿波利

斯市中西部办事处的基础上形成了⼀个核⼼团队，

负责协调图层的绘制。同样，开放空间研究所的“有

韧性的景观（Resilient� Landscapes）”的项⽬培训

囊括了120个保护组织，并要求他们在制定保护规

划时考虑⽓候变化。此外，该项⽬协调并参与保护从

佐治亚州到缅因州的多个阿巴拉契亚⼭区。

中⼼化枢纽是加利福尼亚景观管理⽹络

（CLSN）逐步成⻓、发挥效果的关键。这个中⼼化的

枢纽由雄⼼勃勃、思维明晰的领导⼈组成。莎伦·法

雷尔（Sharon Farrell）和她在⾦⻔国家公园保护区

的团队在帮助CLSN推进Cutting� Green� Tape⾏动

时，耐⼼⽽坚韧地通过努⼒改变了加利福尼亚州全

境乃⾄其他地区的景观管理实践。莎伦和团队认为

保护区是设计、实施并推⼴伙伴关系模式与影响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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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科学、技术和融资⽅⾯的进步

通过不断成熟和个性化的⼯具与技术、科学信

息以及融资平台，⼟地信托和保护组织可以提⾼参

与度、加⼤⽀持、制定策略并且衡量和展⽰成果。

在基于⾃然的解决⽅案中，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遥感等技术是⾏动规划的核⼼。⼤⾃然保

护协会对美国⻛带实施的⼴泛研究与数据收集展⽰

了如何利⽤数据绘制⻛能资源、⽣物多样性和基础

设施的地图图层，帮助项⽬伙伴在美国17个州识别

⽣物多样性与可再⽣能源发展有冲突的地区。

在更⼩的地理尺度内，NeighborSpace⼯作的

基⽯是名为“我们伙伴的⻔⼾⽹站（Portals� for�Our�

纽约哈德逊河谷的太阳能板。照片：哈德逊风景区（Scenic Hudson）

Partners）”项⽬。该项⽬为巴尔的摩县所有规模的

公园建设⽹站。⽹站帮助社区联盟分享公园信息、

志愿者机会、社区需求和会议时间，从⽽提⾼公园

⽤⼾和公园周围居⺠的参与度和意识。

如今，科技为应对⽓候变化的社会组织提供了

更多⼒量。通过成熟的算法和移动⽀付应⽤，蚂蚁

森林在类似游戏的平台上吸引数亿⼈保护碳储量⾼

的森林。这种⾃下⽽上，以技术推动的⽅法正在⼤

规模提供⽀持、改变⾏为、为保护活动提供资⾦。类

似的是，Cold�Hollow�Carbon项⽬将多个⼩地块整

合为⼀个可交易的碳项⽬，为澳⼤利亚、⾮洲、北欧

和中国等地⽅兴未艾的碳市场整合指明⽅向。先进

的环境保护科学也有助于促进社会部⻔提出创新的

⽓候变化⾏动。⻢克·安德森（Mark Anderso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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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韧性的景观”项⽬中帮助开放空间研究所增加

⽓候⾛廊的投资，从⽽在⽓温和⽔温不断上升的情

况下，保护整个⼤陆景观内的⽣物多样性。同样，国

际⻦盟使⽤雷达、声呐和遥感等精确观测技术给切

实有效的“按需关闭”政策提供信息，决定何时暂停

⻛⼒发电机以不影响⼤规模的⻦类迁徙。

未来⼏⼗年，遥感、⼈⼯智能、绘图、野⽣动物

迁徙的遗传分析以及⾦融平台势必继续发展，帮助

我们找到保护⼟地和地球⽣命更有效的⽅法。在国

际上交流不同措施可以激励其他群体继续努⼒解

决根深蒂固的问题，产⽣更多创新。

创造可持续、可适应和可复制的措

施 

可持续性

⽓候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持续数⼗年甚⾄数百

年。因此社会⾏动必须具有可持续性才能解决⻓期

问题。由于可持续性需要跨部⻔合作，所以个⼈间

和组织间的信任⾄关重要，这关系到任何希望⻓久

运⾏的项⽬的成效。如果没有信任的扎实基础，加

利福尼亚的One� Tam就不会吸引数万名志愿者和

⼤ 量 资 助 者 为 其 献 策 献 ⼒ 。巴 尔 的 摩 的

NeighborSpace组织、哈弗尔河恢复⼯作中的各合

作伙伴，甚⾄是中国⼴⼤消费者委托蚂蚁集团兑换

积分、相信后者会在中国某个地⽅栽种树⽊、培育

森林并保护栖息地，均体现了这⼀要素的重要性。

可持续性需要⻓久稳定的资⾦和领导⼒。本报

告并未涉及许多⽤⼼良苦但最后由于资⾦或领导⼒

不⾜⽽半途⽽废的项⽬。毫⽆疑问，这样的项⽬其实

是很普遍的。

 可适应性

有时设计、制定、检验、改善、⽀持和评估以⼟地

为基础的⽓候变化解决⽅案需要花费数年甚⾄数⼗

年时间。花费必要时间在本地或区域内开发⼯具、推

进创新是项艰苦的⼯作，但这对验证概念并迅速有

效地采取⾏动⾄关重要。例如，⼤⾃然保护协会开始

在堪萨斯和俄克拉荷⻢西部弗林斯⼭实施“为⻛能

正确选址”项⽬之后，进过多年的咨询和信息收集，

TNC员⼯和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想到了使⽤绘图

为⻛能项⽬在美国平原选址的⽅法。

“哈德逊⻛景区”也展⽰了在解决⽓候变化问题

时，⼀个组织是如何改善具体模式使其可以⼤范围

推⼴应⽤的。之前，纽约州在环境评估中⽆法评估海

平⾯上升的影响，但是现在，该项⽬的海平⾯上升绘

图⼯具已经纳⼊了纽约州的政策之中。在全世界范

围内，“绿化澳洲”展⽰了在⼀个组织在寻找解决⽅

案所花的时间，可以帮助该组织不断拓宽思路并且

加⼤加快影响。在2020年，绿化澳洲的⼟地保护和

管理活动封存了60000吨的碳，⽽其2030年的年度

⽬标是该数字的50倍。

可复制性

⽔基⾦展⽰了⼀个组织如何推⼴基于⾃然的创

新⽓候解决⽅案。⽔基⾦的概念来源于⼤⾃然保护

协会，其关键员⼯和厄⽠多尔基多市的本地伙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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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基金项目为哥伦比亚波哥大市提供淡水。 

照片：Starcevic/Getty Images 

作，于2000年建⽴了世界上第⼀⽀⽔基⾦。现在⼤

⾃然保护协会已经成为⽔基⾦实践创新的权威。通

过专⻔的⽔基⾦⼯具箱和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

等⽹络的⽀持，⼤⾃然保护协会在2021年前已经成

功将⽔基⾦模式推⼴到了全世界30多个城市（仅拉

丁美洲就有24个城市）。

“为⻛能正确选址”项⽬吸引了全球环境保护同

⾏的关注。中国、印度和阿根廷等市场可以因地制

宜，发展太阳能设施的选址⼯具。

类似的是，哈弗尔河下游的恢复⼯作在欧盟以

及其他地区得以被模仿。全世界的⽔⽂⼯程公司开

始学习哈弗尔河恢复⼯作，并且考虑复制并调整其

模式。在不同国家或不同⼤陆分享并实施最佳实践

可能需要⼤量的时间和耐⼼，但是孜孜不倦的努⼒

会帮助我们缓解并适应地球上的⽓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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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规模和体量的⼟地信托和保护组织展⽰了

如何通过⼟地保护和管理来应对⽓候变化。决策者

需要考虑如何在社区、地⽅政府和区域范围内解决

⽓候问题。资助者和捐赠者在投资时会寻找能减少

碳排放和提⾼⽓候适应⼒并且有效和持久的解决⽅

案。

第⼋章

建 议

新英格兰山上的日出。 照片：

Canning/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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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表明通过和公共、私营和

学术部⻔伙伴以及原住⺠合作，许多社会组织正在

制定成效卓著、覆盖⼴泛的⽓候解决⽅案。这些组织

与合作伙伴⼀起保护⼴袤的⼟地，并让数百万⼈参

与其中。

以下⼏项建议旨在为公共和私营部⻔相关⽅提

供⼀般性指导，帮助社会组织实施基于⾃然的⽓候

解决⽅案。

⽀持那些创新性强、在范围和尺度

规模上有雄⼼的社会⾏动

在柏林墙倒塌时，正值壮年的洛可·布赫塔

（Rocco� Buchta）思考恢复哈弗尔河下游以提供⽣

物多样性栖息地、控制洪涝并且为柏林周边区域创

造休闲娱乐和经济价值。踌躇满志的洛可为哈弗尔

河下游设想了⼀个过去数⼗年间⼏乎⽆法实现的美

好未来。作为德国⾃然与⽣物多样性保护联盟

（NABU）的员⼯，洛可在之后的三⼗年以勤恳、创新

的⽅式⼯作，不断调整适应，最终实现了他当年的愿

望（Krüger，2006）。

还有更多像洛可来⾃于在六⼤洲的100多个国

家的⾏动者加⼊了⼟地信托和保护组织，他们怀有

类似的雄⼼的和最终可⾏的想法。⽀持这样的个⼈

是成功的关键。来⾃公共、私营、慈善和学术部⻔的

资助者和决策者应⿎励⼤胆创新和雄⼼勃勃的举

措，以⼈⼒和财⼒来应对⽓候变化的挑战。

雄⼼和创意既可以解决地区性问题，也可以解

决跨区域问题。洛可的区域项⽬从德国政府获得了

资 ⾦ 和 政 治 意 愿 ⽀ 持 ，⽽ 巴 尔 的 摩

N e i g h b o r S p a c e组织的芭芭拉·霍普⾦斯

（Barbara�Hopkins）通过宣传活动说服巴尔的摩郡

官员分拨“开放空间损失”费以建设公园，从⽽管理

暴⾬洪⽔并产⽣其他效益。通过和公共部⻔官员、

⼤学和学院以及私营部⻔合作，雄⼼的⼟地信托和

保护组织可以更好地推进⽓候变化⾏动。

为那些策略明晰、影响可衡量的⾏

动提供资⾦

成功的社会⾏动与组织往往具备与时俱进的

特征。本报告中的每个组织都具有简明清晰的使命

和战略。他们⼤多数的⾏动均包括可衡量⽬标，且

这些⽬标已经随时间推进得到实现。但是在条件不

断变化的情况下，策略和⽬标也必需变化。开放空

间研究所和绿化澳洲均随时间进⾏了⼤量调整。两

者都调整了过去主要聚焦于景观和⽣物多样性保

护的企业项⽬。开放空间研究所的阿巴拉契亚景观

保护基⾦现在强调通过保护地块推进碳汇，对相对

更成熟的⽣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进⾏补充。类似的

是，绿化澳洲最近⼏年增强了碳汇⼯作，主要聚焦

于⽓候变化。

两者策略的转变遵循联合国政府间⽓候变化

专⻔委员会（IPCC）和联合国⽣物多样性和⽣态系

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专家建议：

“⽓候变化和⽣物多样性丧失互相关联，意味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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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决其中任何⼀个问题，都需要考虑另⼀个问

题。”

这些案例表明启动并宣传能给社区、⽣物多样

性和⽓候带来多重效益的项⽬有助于⽀持基于⾃然

的解决⽅案并且增强其可持续性。专业从业者、资助

者和决策者应该优先投资拥有多重⽬标的⽅案，包

括⽣物多样性保护、缓解和适应⽓候变化和其他经

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推进各界⼴泛合作

本报告中的案例研究均通过不同部⻔、辖区、

专业学科以及不同⽂化、⺠族与性别之间的合作，得

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标。“同⾈共济”的策略深深地

依赖于这些合作。

为了在项⽬内部推进稳健的联盟，各组织可以

在项⽬开始时找寻多样的合作伙伴；削减合作的系

统障碍，如阻碍国家、省级和地⽅政府、私营部⻔、

⼤学和社会组织合作的过时法律法规；通过共同规

划以及成果展⽰在可能的合作伙伴之间加强互信和

了解。随着许多国家要求在2030年前保护30%的地

球⽔域和⼟地（30� by� 30），社会组织的项⽬倡议者

应加强合作并减少监管惯性，从⽽推进个⼈和组织

合作以解决相互交织的区域性问题。

为了确保项⽬的包容性，组织应该和当地与原

住⺠社区紧密合作，以找到共同点。双⽅之间的基于

信念的合作可以提供范例，消弭⻓期的不信任和不

平等，最终保护⼴阔甚⾄是神圣的景观。

分享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融资⽅法

本政策焦点报告的案例不断展⽰了社会组织项

⽬使⽤尖端科技和⾦融⼯程以解决⽓候变化的优

点。开放空间研究所“有韧性的景观”项⽬使⽤Mark�

Anderson的技术，为⼟地保护策略提供范例。⼤⾃

然保护协会的“为⻛能正确选址”项⽬前所未有地使

⽤了迅速成熟的GIS技术，根据美国中部的⽣物多样

性⻛险绘制图层。佛蒙特州⼟地信托组织引领的

Cold� Hollow� Carbon项⽬⾸先使⽤了碳信⽤聚合

技术，且该技术可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北部森林

的⼟地所有者之中推⼴使⽤。

全世界的⼟地保护组织应继续推动精准保护、

筹资结构搭建和保护科学的前沿发展，并且和国际

同⾏分享进步。分享技术的各⽅会从相互交流中获

得洞⻅与激励，特别当新的实施者根据本地、区域或

全国情况调整创新⼿段时，双⽅均可从这种分享交

流中学习诸多经验教训。

⽀持具有较强韧性、适应性强和易

于推⼴的⾏动举措

如果没有可持续的资源，或者没有可以忍受数

⽉或数年挫折的忠诚员⼯，先进的科学、稳固的合作

和优良的策略将仅仅是纸上谈兵。仍在蔓延的新冠

疫情表明即便是构思最精妙的策略也会受到外⼒扰

乱。举例来说，稳定的融资和稳健的管理让蚂蚁森林

项⽬继续获得⼤量消费者的关注，从⽽继续种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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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保护⼟地。

类似的是，即便开放空间研究所等架构最完善

的组织也需要灵活性，以随时根据外在条件调整规

划。开放空间研究所在过去⼗年不断强调⽓候变化

相关的问题，在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乃⾄整个阿

巴拉契亚区域成为重要的资助者和保护领导者。

最后，如果⼟地信托和保护协会希望领导全球

的⽓候变化解决⽅案，那么社会组织必须和同⾏分

享最好的想法。拉丁美洲⽔基⾦伙伴关系出⾊地将

⾃⼰的模式推⼴到南美⼤部分地区。事实上，⽔基⾦

模式已经出现在缅因州波特兰市，甚⾄到达南⾮开

普敦。

公共部⻔、私营部⻔和社会部⻔的决策者与合

作伙伴应继续监督⼟地保护和应对⽓候变化的相关

项⽬，并积极合作。这些资助者和决策者由此可以监

督并指导项⽬以确保项⽬拥有可持续的财务和⼈⼒

资源以及战略灵活性，并且准备好将成功的运营模

式复制推⼴到更⼤范围。

上述建议切实可⾏，效益丰厚。在正确实施的情

况下，这些建议可以激励社会组织继续提供⽓候变

化解决⽅案。随着全球不断努⼒应对⽓候变化，所有

部⻔必须通⼒合作找到可持续、易于推⼴和可靠的

解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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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学位和应⽤⽣态学与保护的硕⼠学位。Mwangi去过29个国家，并远程

帮助了另外26个国家的保护项⽬。

Cecilia� Riebl是本报告“绿化澳洲”⼀节的特约作者。她是澳⼤利亚维多

利亚州⾃然信托的政策顾问。Riebl致⼒于在地⽅、州和国家层⾯为希望签订

保护公约的⼟地所有者实现更好的结果和激励。她与农⺠和企业家合作，探索

采⽤契约⽅式保护耕地上的⾃然资产，并认可和吸纳可持续和可再⽣⼟地管

理实践。Riebl曾在私营、政府和⾮政府部⻔从事环境法和政策⼯作。她在剑桥

⼤学获得了⽓候变化政策硕⼠学位。

Eva� Vayhinger是本报告“德国⾃然与⽣物多样性保护联盟（NABU）对

德国哈弗尔河下游的⽣态恢复⼯作”⼀节的特约作者。她是⼀位⾃然保护主义

者，对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社会⼗分关注。她在国际⻦盟在德国的合作机构

NABU⼯作，担任欧洲⼟地保护联盟（ELCN）的技术助理。Vayhinger曾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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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就德国能源系统的可持续转型开展研究和交流，为德国乐施会开展

过农业⽣产劳动权利运动⽅⾯的研究和交流。她获得了埃伯斯⽡尔德可持续

发展应⽤技术⼤学国际森林⽣态系统管理学⼠学位和柏林洪堡⼤学⾃然资源

综合管理硕⼠学位。

Kelly� Watkinson是本报告“哈德逊⻛景区”⼀节的特约作者。她是⼟地

信托联盟�“⼟地与⽓候项⽬”的项⽬经理。Watkinson负责全国各地⼟地信托

基⾦战略、培训与资源的设计和执⾏，以适应和减缓⽓候变化。作为⼀名资源

和⼟地保护专业⼈⼠，她拥有11年保护和恢复切萨⽪克湾流域⼟地的经验。

Watkinson曾任卡卡彭和洛斯河⼟地信托的执⾏董事，负责西弗吉尼亚州

1.4万英亩⼟地的地役权保护和所有权收购及管理。作为⼀名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Kelly与危地⻢拉的玛雅⼟著社区合作，实施保护项⽬，推动⾃

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她拥有印第安纳⼤学环境科学与管理学⼠学位和弗吉

尼亚理⼯⼤学⾃然资源硕⼠学位，重点研究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导⼒。

Kristen� Wraithwall是“巴尔的摩郡的NeighborSpace组织”和�“与加

州的⼤规模合作”部分的特约作者。她是⼀位独⽴顾问，也是耶鲁环境学院环

境管理硕⼠学位项⽬的2021级研究⽣。Wraithwall关注城市化、⼟地使⽤变化

和⻝物系统的交集，并对⼟地保护在提⾼地⽅社区适应性⽅⾯的作⽤⼗分关

注。她曾在加州、康涅狄格州和⻢萨诸塞州的市政当局从事⼟地使⽤政策⽅⾯

的⼯作。Wraithwall毕业于哈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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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编辑和作者向六⼤洲从事⾃然保护⼯作的专业⼈⼠和志愿者致

谢，他们为本报告中引⽤的案例提供了信息。他们在这⼀领域的⼯作使⾃然保

护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不仅仅只是对话⽽已。我们还要感谢林肯⼟地政

策研究院的⼯作⼈员和顾问，包括Meg� Wilcox、Lisa� Watts、Amy� Finch和

Maureen� Clarke，他们的观点和严谨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作者和全球⼟地保

护⼀⾏中更好的变⾰推动者。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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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肯⼟地政策研究院

�

林肯⼟地政策研究院是⼀家⾮营利性私营基⾦

会，其成⽴可追溯⾄1946年，致⼒于通过有效的⼟地利

⽤、科学管理和税收制度，提⾼⼈们的⽣活质量，并向

来主张从⼟地中寻求创新性⽅案，⽤以应对来⾃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我们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出版

书刊和组织活动，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为全球的公共

政策决策提供信息。

我们围绕六⼤⽬标来组织⼯作：适应⽓候变化的

低碳社区和地区，⾼效公平的税收制度，减少贫困和空

间不平等，社区和地区财政健康，⼟地和⽔资源的可持

续管理，以及有效的⼟地市场和减少⾮正规性。�

关于国际⼟地保护联盟�

国际⼟地保护联盟是林肯⼟地政策研究院的⼀个

项⽬，它将世界各地积极推动私⼈和⺠间组织采取⾃

愿⾏动、保护管理⼟地⽔资源的组织和⼈员联系起来。

我们认为，通过能⼒建设和⽀持⾃愿保护⼟地的私⼈

与⺠间组织，将推动更为⼴泛的全球⼟地保护运动，实

现更持久和更有效的资源保护。我们由此希望保护世

界⾃然和⽂化资源的内在价值，⼈类当代以及⼦孙后

代的繁荣与福祉都有赖于此。�

订购须知

欲免费下载英文版报告或订购成册书籍，请访

问www.lincolninst.edu/publications。我们

的书刊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负责销售，由英

格拉姆出版社负责发行。如有更多问题，或欲

获取更多关于免税订单下单的信息，请联系

ordersupport@ingramcontent.com。

113 Brattle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3400, USA

电话 (617) 661-3016 或 (800) 526-3873  

传真 (617) 661-7235 或 (800) 526-3944 

help@lincolninst.edu lincolninst.edu

www.lincolninst.edu

www.landconservationnetwork.org 

编辑、设计和项目经理

Lisa A. Watts 

文字编辑 

Amy Finch

中文版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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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组织应对⽓候变化的解决⽅案

随着世界各地将⽓候保护列为⼀项优先⼯作，各种规模和能⼒⽔平的⼟地信托和保护协会正在通过⼟地保护

和管理进⼀步寻求⽓候变化的应对之道。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候变化带给社区、州和整个地区

的影响。资助者和捐赠者则正在寻找投资项⽬和倡议⾏动，为那些减少碳排放和提⾼⽓候韧性的⻓效解决⽅案提供

⽀持。本报告由⼟地保护领域的国际专家和教育者James� N.� Levitt和⼟地⽔资源可持续管理专家Chandni�

Navalkha共同撰写。报告中的⽆数成功案例为私营和公共部⻔的利益攸关⽅提供了指引，有望提⾼⺠间组织采⽤

基于⾃然的⽓候解决⽅案的能⼒：

·为那些创新性强、范围⼴、规模⼤的⺠间⾏动提供⽀持

·为那些策略明晰、影响可衡量的⾏动提供资⾦

·推进各界⼴泛合作

·分享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融资⽅法

·⽀持具有较强韧性、适应性强和易于推⼴的⾏动举措

ISBN�978-1-55844-447-8（� 纸质版)

ISBN�978-1-55844-446-1（� PDF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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