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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

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深刻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最新结论指出，1880—2012年，全球

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85℃（0.65℃~1.06℃），1951—2012年，全

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升温速率为0.12℃/10年，几乎是1880年以来升

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3个连续10年比之前自1850年以来的任何一

个10年都温暖。在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背景下高温天气将变得

更热，而且将更加频繁地出现。除此之外，气候变化还可能导致

强降雨、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气候灾害频发。由于贫困地

区的农业和生活更依赖于自然条件，应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能力

较差，国家和地区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财政、技术

和制度的能力也较弱，因此，贫困地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及气

候灾害的威胁。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与农村生计管理和减贫工作

密不可分。本书基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内涵，提出

了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关键群体、重点领域、关键情

景及所需创造的有利环境，并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案例。

译者的话



II

感谢乐施会出版该译著，使其成为我国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

化适应工作的实用手册之一，进一步促进我国灾害风险管理与气

候变化适应工作在贫困地区的开展。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将英文

原著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但由于语言及文化差异，难免会有不

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译者　　　　

2015年6月6日　　



III

“该书是一本操作简单的工作手册，为致力于解决灾害和气候变
化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提供工作指南。本书不仅提供
了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基本原则在各领域的实践案
例，还提出了包括儿童在内的脆弱人群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成为提升
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过程的一部分”。

	 ——Dr	Nick	Hall（尼克·霍尔博士）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项目经理，救助儿童会

“对于正在经受着灾害和气候变化显著影响的太平洋地区的脆弱社
区，该指南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工作手册。该书不仅明确了当地人群提升
自身现有能力来备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还提供了识别高危群体
（包括儿童、年轻人、妇女，年长者及其他残障人士）的实践指南及如
何高效地与这些高危群体合作。祝贺完成这本指南。”

	 ——Maria	Tiimon（玛丽亚·蒂蒙）

	 　　太平洋海外联络人

	 　　太平洋电话合作伙伴

	 　　埃德蒙水稻中心

“正当其他人彷徨失措之时，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出版
了一本非常好的工作指南，提供了一套更为实用的灾害风险、气候变化
和生计管理的综合方法。ECB出版的这本指南非常成功。”

	 ——Dr	Ben	Wisner（本·威斯纳博士）

	 　　伦敦大学学院灾害研究中心

	 　　伦敦大学学院

“中国是气候变化脆弱区，也是灾害频发地区，将灾害风险与气候变
化适应综合管理，不仅有助于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同时能促
进贫困地区的生计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该译著的出版为我国开展灾害风险
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工作提供了参考案例，是一本实用的工作手册。”

	 ——林而达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推荐语





V

目的

本书《提升恢复力——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指南》，为从

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工

作提供指导材料，从而帮助那些生命和财产受到灾害与气候变化威胁的

人群。

灾害风险与气候变化适应采用以权为本的综合管理方法。本书提供

了该方法的基本信息和应用原则，介绍了该方法在不同领域和情景下的

行动指南、典型案例及相关的工具和资源链接。

本书也可以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借鉴，包括联合国官员、政府官

员（国家、地方和区县）、社会与自然科学家及捐赠者等。

本书提倡众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补充与协调，以期实现共同的目

标，而非替代已有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或指南。

框架和内容

第1章 阐述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发展历程，介绍应用综

合方法提升恢复力的基本原理。在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实践基础上，提出

开展有效规划和倡导的10项基本原则。

第2章 阐述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儿童、女性和男性，以及高危人群

（残障人士、慢性疾病患者、老年人和原住民）的影响。为以上人群参

与风险分析和行动、增强恢复力提供实用清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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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阐明降低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项目的周期管理，包括项目周

期每个阶段的关键问题和步骤，以及贯穿整个周期的知识集成和管理指

南。

第4章 强调将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措施纳入发展和人道主义事

业主要领域的必要性。包括粮食安全、生计、自然资源管理、饮水、设

备及环境卫生、教育、健康和权益保障。本章指导人们如何应用基本原

则，进行有效的规划和倡导来提升各领域的恢复力。

第5章 阐明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在4个具有挑战性

的情景下（冲突、早期恢复、城市和缓发性灾害），采取降低灾害和气

候变化风险综合措施的重要性。本章指导人们如何应用基本原则，进行

有效的规划和倡导来提升各情景下的恢复力。

第6章 阐述为提升恢复力创造有利环境时，治理和倡导工作的重要

性。本章为相关工作领域如何应用有效干预措施的基本原则提供指南。

以上各章包含来自不同领域工作人员的经验和不同地区的典型案

例，举例说明项目活动、优良做法和经验教训。

工具与资源部分将引导各领域的工作人员根据自身的特定需求获取

相关材料。

可在www.ecbproject.org网站下载《提升恢复力——灾害风险管理与

气候变化适应指南》。

编制过程

《提升恢复力——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指南》是应急能力

建设项目（ECB）的主要成果。该项目历时三年，参与机构精诚合作、

分享经验，致力于帮助面临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

研究团队认识到，将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进行综合管理，

为规划和倡导活动提供指南十分重要。为此，ECB项目办公室开展了一

系列的咨询和经验分享工作，涉及在12个国家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

的160余名工作人员。

同时，ECB研究团队收集和分析了其他相关组织机构、行动者和捐

赠者在灾害风险管理、气候变化适应、恢复力提升等领域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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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SDR）、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和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及平民保护部（ECHO），对本指

南的编制具有借鉴意义。

《提升恢复力——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指南》（英文版）

已于2012年国际减灾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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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理解灾害风险管

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基本概念，解析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提升的综

合措施所具备的优势和关键要素G。本章内容包括：

● 基本概念：

（1）阐明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2）从概念和实践两方面阐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演变

过程；

（3）阐明采取综合措施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基本原

理。

●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基本原则。

● 常见问答。

1.1　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的概念

1.1.1　灾害风险

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赋予

女性、男性和儿童人权并保障他们的权益G。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战

略和人道主义行动需要纳入相关措施，以降低主要风险。然而，一直以

来，灾害G带来的各种影响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据记载，仅在

2001—2010年，平均每年受灾人数达2.32亿人，造成10.6万人死亡和108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1。除此之外，无数规模较小且鲜有报道的灾害也不断

给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生计G带来沉重的压力。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的内涵

1



提升恢复力2

通过快速地提供紧急援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灾害的发生。然

而，灾害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发展过程中未考虑到风险G管理。灾害发生是

有条件的，当危害G（如洪水或者地震）发生在生命、财产和环境暴露和

脆弱的地区时，通常会形成灾害。

因此，通过实施减少脆弱性G和暴露度G的策略，可以显著降低灾害

风险，进而促进减贫和社会公平。在灾害和其他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行

动的规划和实施中，需要保障受影响群众的短期与长期的生命安全和其

他基本权益，这一理念称之为灾害风险管理。

专栏1.1　灾害和灾害风险的定义

灾害G：在发展和人道主义领域，灾害指对社区或社会的人民生活造成广

泛而巨大损失的情境，大多数人在没有他人援助的情况下，很难从灾害中恢复

过来，而这些援助通常来自于该社区或者社会圈子以外。灾害通常造成大范围

的生命损失、基础设施和其他资产的损害，对人民福祉、安全、健康和生计产

生影响。有些灾害的影响会立即显现，而一些灾害的影响可能由于人们响应和

试图恢复的方式不当而加重。

灾害风险G：指发生在未来特定的时间段，在社区或社会中可能对人们生

活、健康状况、生计、财产和服务等方面带来潜在损失的事件。

1.1.2　灾害风险管理

灾害风险管理被定义为：“通过系统地分析和管理致灾因子，降低

灾害风险的理论与实践，包括降低对致灾因子的暴露度，降低人们的脆

弱性和贫困，优化土地和环境管理，完善应对不利事件的防范工作。”2

世界各地人民一直致力于寻找降低灾害风险的途径。有些地区将多

样化生计策略（例如捕鱼、农耕和打工）与降低脆弱性和减少当地损失

相结合；有些地区通过社交网络获取优良牧草或即将发生的灾害（例如

洪水）信息，从而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然而，在某些地区，边缘化和

贫困阻碍了当地居民采取有效的措施；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居民面临不

熟悉的生活环境，缺乏应对新生风险的知识和措施。当今社会逐渐认识

到，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履行和保障人权，有责任降低灾害风险；

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履行这一义务提供支持并创造有利环境。2005年

世界减灾大会上，168个国家和所有主要的发展和人道主义组织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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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库行动框架》（HFA），通过了一项为期10年的多组织和多部门参

与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致力于构建灾害恢复型社会。

自《兵库行动框架》签署以来，许多政府出台了灾害风险管理的法

律和政策框架，建立了早期预警系统G，提高备灾G水平。然而，《兵库

行动框架》所提出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未能充分保证受危人群全面

参与到风险成因、风险评估、规划和项目实施过程等方面。通过动员从

地方到国家层面的所有灾害风险管理部门和利益相关者G，转变各个国家

的发展体制，仍需要作出巨大努力。

专栏1.2　《兵库行动框架》

《兵库行动框架》提出五个优先行动事项：

（1）通过实施领导负责制、出台相关政策、组织项目、分配相关资源等

举措，使灾害风险管理成为政府工作重心之一。

（2）识别、评估和监测灾害风险，优化早期预警系统。

（3）提升全社会对风险的认识并提供抗灾减灾信息。

（4）优化所有部门的发展规划和灾后重建计划，降低与社会、经济、环

境及土地利用相关的脆弱性。

（5）增强备灾能力，促进全社会的有效应对。

资料来源：UNISDR.2005.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of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o Disasters.

1.1.3　气候变化风险

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和对全球气候变化G科学认识的深入，采取

更广泛的应对措施降低气候变化风险迫在眉睫。

专栏1.3　气候变化的定义

气候变化有很多定义，本指南中对气候变化的定义是：气候系统的长期

平均状态的改变，诸如数十年或者更长时间3。

全球气候变化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例如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显著增加4，诸如化石燃料G的燃烧和土地利用的变化G

（例如毁林G）。温室气体是地球大气层中的自然组成成分，为地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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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存热量。但是，过量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大气层中的热量增加，从

而导致气温升高5。

预测的气候变化包括陆地和海洋的温度上升、海平面上升、冰川和

冰盖融化、降水格局变化和异常等。这些变化将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

面及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气候变化将导致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以及更多渐进变

化G带来的巨大影响6。气候变化的特点、强度和持续时间因地而异。降低

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被称为气候变化适应。

1.1.4　气候变化适应

气候变化适应是指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行为，为了满

足不同参与者的目的，气候变化适应有许多技术上和科学上的定义。本

指南中气候变化适应的简化定义如下7：

（1）为适应平均温度、海平面和降水的渐变而采取的应对行动和措

施。

（2）与频率和强度增加、不可预测的极端气候事件有关的风险减少

和管理行动。

一直以来，人类都在采取各种措施适应气候变率G，例如，种植

晚移栽水稻品种或者选择其他生育期较短的作物。然而，气候变化的

影响逐渐超过受危群体传统的应对和适应气候变率的能力G，而且增

加了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性和暴露度，从而加剧了人们的脆弱

性。

政府和公共机构逐渐认识到，如何将气候变化适应战略纳入各个

部门的规划，以及各个层面的执行情况关系到社会安全、减贫和社会繁

荣。在倡导优先保障高风险地区的女性、男性和儿童的权益，以及气候

变化适应战略与当地发展项目相结合等方面，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

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手段，气候变化适应是一个没有终点的动态过程。这是因

为气候变化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帮助受危群体：①分析当前的灾害

特征、增加的变率和未来趋势；②管理风险及其不确定性；③提升适应

能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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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与气候有关的致灾因子和效应及适应措施的范例*
致灾因子或效应 产生的影响 适应措施的范例

致灾因子——
强降水

● 洪水的频率、强度增
加

● 房屋、基础设施和人
民生计受损

● 改善农村和城市排涝设施
● 防护/改造供水和卫生系统，防止供水和卫生

系统损坏或者受到污染
● 提倡高程农业G

● 重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房屋，使其远离洪灾
易发区

致灾因子——
风暴

● 房屋、基础设施和人
民生计受损

● 采用抗风暴设计和材料，建设和改造基础设
施和房屋

● 引入或加强早期预警系统，提醒暴露人群
● 指定“安全地点”作为风暴期间的避难所和

食物贮备地

效应——
温度升高

● 对作物的高温胁迫
● 作物的需水量增加，

水分供应减少

● 增加抗旱品种的可获取性
● 促进提高土壤有机质和保水技术的发展
● 促进农林措施和保护性农业措施的发展，从

而改善土壤微气候，减少土壤蒸散

效应——
海平面上升

● 盐水入侵
● 海岸侵蚀
● 风暴潮的频率和强度

增加

● 寻找人类生计需要的可替代、可持续的水资
源

● 增加抗盐作物品种的可获取性
● 加强海岸带防御，包括自然的和工程的防御

措施，诸如红树林是典型的自然措施

效应——
季节异常

● 耕种、播种和收获的
时间不确定

● 提高已有生计活动的生产力
● 为农民提供适合的、可获取的、可信的气候

预测和天气预报
● 促进作物多样性和间套种植
● 促进生计资源多样化

*列出的例子尚不详尽。设计适应措施时，需考虑当地特殊情况。

专栏1.4　灾害风险的变化

气候变化促使灾害风险改变，不仅导致与气象相关的灾害增加和海平面

与温度的上升，而且增加了社会的脆弱性，例如，加重了对可用水资源、农业

和生态系统的胁迫。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减

少社区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发展。

1.2　构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综合方法

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逐渐认识到，将灾害风险管理

与气候变化适应的理论和实践整合起来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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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共同的关注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面的重合。如图1.1所

示，暴露于气候致灾因子G和气候变化效应的群体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

将面临更多风险，因为气候变化使得致灾因子和影响的频率和强度增加。

图1.1　气候变化适应与灾害风险管理的共同关注

另外，暴露于致灾因子的群体将经受长期气候变化带来的胁迫G，诸

如季节变化、不可预测的降水和海平面上升，这些变化影响人们的生计

和健康，导致其脆弱性增加9。

1.2.2　共同的风险概念认知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在风险组成和恢复力提升过程上也拥

有共同的概念和认知。不论是致灾因子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或者两者

共同的风险，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都将风险看成暴露度和脆弱

性的产物。脆弱性和暴露度越大，受致灾因子或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或

可能性越大，带来的风险也越高。

暴露度和脆弱性两者通常与其他社会和环境趋势相复合，例如，城

市化、环境退化G和市场全球化。

因此，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需要减少暴露度，降低脆弱性，

并增强恢复能力，同时兼顾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两方面，使两者不发生

冲突。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降低脆弱性到提

升恢复力，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制度和政策等方面付诸长

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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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

专栏1.5　提升恢复力中的关键术语

● 危害/致灾因子指一种危险的自然现象或人类活动，当他们发生时可能

导致生命的伤亡、损伤或其他健康影响、财产损失、生计和服务损失、社会和

经济瓦解或环境破坏。危害包括洪水、飓风、地震、火山爆发、流行病、风

暴、暴雨、化学溢漏、冲突G及其他。

● 气候变化效应指由于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导致的气候要素的变化，包

括：陆地和海洋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冰川和冰盖融化，以及降雨分布格局

的不规则变化。气候变化效应可能会导致当前与气候相关的致灾因子如干旱、

洪水、风暴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虽然不可避免，但是仍可以采取

技术措施和政策减缓气候变化。

● 暴露度是指生命、财产、生计资产、系统和其他要素处于易受危害或

气候变化效应影响的区域。

● 脆弱性是指个人、家庭、群体、系统或财产易于遭受（或当指生态系统时

为敏感）气候变化和其他危害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征和境况。这些特征和境况可以

是物质的、制度的、政策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和人文的。

● 恢复力指个体、家庭、群体或系统在不牺牲（和潜在提升）其长远利

益的前提下，预测和承受危害、气候变化影响、其他冲击和压力及从中恢复的

能力G，10。恢复力不是一个固定的或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系列动态的条件和过

程，影响恢复力的因素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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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影响恢复力的因素

1.2.3　影响的相似性

灾害G和气候变化效应对人们的生活及人们对权利的认知和享有程度

有相似的影响，如图1.4所示。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冲击和胁迫能引发

重大的损失，相应地增加脆弱性，从而导致贫穷加剧和权利丧失。

图1.4　灾害影响和气候变化效应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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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目标一致，即增强人们和社会的恢

复能力。因此，人们自身的努力和发展组织的干预可以保障人们对其权

利的充分认识和享有（图1.5）。

图1.5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目标的相似性

1.3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综合措施的基本原则

随着全球对灾害风险管理的承诺和投资的不断增加，相关工作人

员和政策制定者也在逐渐加深对优秀做法、成功的促进因素和障碍的理

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创新研究，可以为有效适应项目的

基本要素快速提供有价值的评价指标。近期，为应对各种冲击和胁迫

（包括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效应），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

员就如何提升恢复力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讨论过程中发现，从灾害风

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两个方面取得的经验及面临的挑战等具有明显的

重合，因此，对采取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综合措施逐渐达成

共识。

基于以上逐渐增长的认知，形成了以下“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

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11。整体来说，这些原则为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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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系列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标准，这些标准适

应于多个领域和不同情景下的项目周期。

（1）增强对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危害、气候变率及气候变

化会对相关区域和人群产生影响，通过加强对其历史变化、当前状况和

未来趋势的认知，为人类决策和行动奠定基础，从而提升灾害和气候变

化的恢复力。这些认识需要包括多尺度的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如区域

和地方尺度。通过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分析过程并分享经验，

增强G其对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

（2）增强对暴露度、脆弱性和能力的认知：评估群体、系统和资源

的脆弱性和能力，应该是确定项目的实施区域、目标人群（包括对脆弱

性具有不同认知的人群）和项目目标的决策基础，也是确定能够提升灾

害与气候恢复力的各项措施的决策基础。这不仅需要分析当前观测到的

气候变化影响，还应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影响。通过过程参与和经验分

享，增强所有利益相关者对暴露的成因、脆弱性和能力的认知。

（3）明确权利与责任：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当成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

候变化适应的责任主体，提高人民对权利的认知，并保障人们享受其应

有的权利。治理G体系和政策环境需要保障面临风险或受灾害和气候变化

影响的人群享受其应有的权利，使他们有权要求政府承担决策和行动的

责任。此外，其他利益相关者，如非政府组织，应该补充和促成责任主

体和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

（4）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所有处于风险的人们都有权利参

与到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过程中。人们对影响的直接认识是保障他们根

据经验分析并采取行动的重要基础。受危人群自身及其委托代理人决定

了提升恢复力策略的持续性。因此，所有制定政策的过程和行动都需要

受危人群的直接参与，包括女性、男性、儿童及高风险人群。

（5）促进系统性的参与和改变：由于危害和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的脆

弱性和暴露度存在多种成因和驱动力，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策略需

要全社会和政府所有部门的参与。多部门和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目标是

将灾害与气候恢复力提升作为发展规划的核心。所有参与者对这一目标

的承诺应该反映在各自的政策、规划和预算中。

（6）促进多层级的协同配合：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对家庭、社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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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采取的行动至关重要。类似地，一项政策或者法规所产生的影响结

果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执行度和与受危人群的相关度。各层级采取的决策

和行动应当互为借鉴，并与发展规划协调一致。

（7）借鉴并建立多渠道知识体系：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析应当用

科学研究的成果补充当地传统的认知，从而促进新认知的形成。提升灾

害和气候恢复力的措施应促进有效措施的重复实施，鼓励自主性创新和

引进适合的外来技术帮助解决新的或者加剧的挑战。监测和评估已经实

施的策略和项目，确保知识的吸收和经验的分享。

（8）秉持灵活性和响应性：由于气候变化的效应和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特别是在局地水平其不确定性更高，而且许多动态过程（诸如城市

化和环境退化G）均可以影响暴露度和脆弱性，因此，灾害和气候变化风

险分析需要考虑新知识。同样，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项目和策略也

应保持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发生的新情况。

（9）注重不同时间尺度：分析过程、策略制定和项目设计均需注重

当前已知的风险和未来可能的情景。不能忽视对已知危害发生的防范工

作，使其支撑气候变化中的长期影响及其他潜在的、未知的冲击或胁迫

的适应能力建设。此外，需要根据时间尺度进行相应的资源分配和适应

活动的规划。

（10）遵循无害原则：提升灾害与气候恢复力的策略和项目要始终

包含对其潜在负面影响的评估，包括引发的冲突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一

旦发现潜在的危害，需要将能够大幅降低或去除负面影响的措施纳入实

施策略和项目设计中。为了避免产生错误的认识，或者促进不当适应G，

项目要始终基于多灾种和多影响进行评估。

本指南的第3章至第6章阐述了在项目实施周期中、在不同领域和不

同情景下如何应用综合方法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案例分析：越南中部沿海省份适应逐渐增加的气候变化脆弱性12

项目实施地：越南

项目实施方：世界宣明会

沿着越南3000千米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低洼河流三角洲，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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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稻生产和近海养殖为生，他们面临的重要长期威胁是气候变化导致

的海平面上升和盐水入侵13，更直接的威胁来自日益严重的台风和日益频

繁的洪水。

2005年，世界宣明会开始在越南中部沿海省份广义（Quang	 Ngai）

省开展工作，当地社区受灾害影响严重，恢复生产面临巨大困难。为了

提高当地的适应能力，其中一个项目关注于利用各种现有的当地资产，

提高社区对灾害和极端气候事件的恢复力。在37个小村庄建设了43处中

小型的基本设施，包括为保障雨季交通畅通的田间道路养护和硬化，以

及避免儿童接触污水的操场垫高。49个村庄的1000多户还获得了修缮房

屋的贷款。项目还关注为家庭创造可替代的经济收入机会，以使他们不

再依靠种植单一作物来维持生活。2583户家庭得到了创造额外收入的支

持，诸如种植竹子或出售农产品，而非单一种植水稻和水产养殖。

以学校为本的项目，确保儿童能够获取面临灾害时充分判断和自我

保护的知识和信息。项目执行过程中，红十字会为社区的备灾信息传播

提供了无线通信系统和广播站。该项目还开发了家庭和村庄灾害风险管

理计划（DRRPs），有助于制定和采取灵活的前瞻性决策和治理措施，并

通过与省、市、区县和社区水平的规划相结合，促进多层级部门间的协

同配合。为了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项目中选出100多个村庄协调

员，组建了10个营救小组，对他们进行自然灾害减缓和医疗救护方面的

培训。相应地，他们帮助10个镇子、50个村庄及7000多户家庭制订了自

己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这些都纳入到地区和国家已有的规划中。以学

校为本的灾害防范项目直接提升了儿童的福利，惠及500名教师和2万名

学生。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吸取了以下经验：①在现有的政府框架内开展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并将其纳入当地的规划是获取政府支持并

为当地项目争取资源的关键；②虽然创造有利环境和鼓励创新对促进发展

替代生计措施至关重要，但是大多数接受小额贷款的家庭所能投资的范围

非常有限，多数都是投资于种植竹子、生产鱼子酱和种植蔬菜等，导致这

些产业的市场饱和，广义省与主要商业中心的遥远距离放大了这一饱和现

象；③由于缺乏维持新生计活动所需的劳动力、知识、土地和市场链条，

不是所有的生计项目都能取得成功，因此，在发展多样化的生计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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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同时提供相关的技术，这对确保适应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有些新的经济收入方式并不成功，例如在河岸边种植竹笋并没有增

加经济收入，因为在竹笋还未长成之前已被洪水淹没，这说明仅拥有资

产还不足以提高适应能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假定人们具有相关的劳

动力、知识、土地和市场链条，保证从出售竹子和家庭农产品中获得收

益。然而，种植竹笋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技术知识的增长是一项长期

投资。项目结果证实，技术知识的长期投资对于那些需要快速提高收入

的社区来讲是一项挑战。

＊常见问答＊

1.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具有相似的目标和共同的效益，因

此，它们两者之间紧密相连，两者均关注如何降低人们面对危害的脆弱

性，提高人们预测、应对和灾后恢复的能力；由于气候变化增加了与气

候相关的致灾因子的频率和强度，采取灾害风险管理措施对支撑社区适

应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并非所有的灾害致灾因子都与气候相关。与气候（或水文气象）相

关的致灾因子主要包括洪水、干旱和风暴，与气候相关的灾害风险管理

同样可以应用于地质致灾因子（例如地震、台风和火山爆发）、技术致

灾因子（例如工业、化学泄漏）和冲突。同样地，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

一定都是危害，其中包括影响社区的长期效应，例如温度升高、季节规

律异常、降水格局变异和海平面升高，还包括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健康

和贫穷的后续影响。

2.气候和天气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天气和气候之间的区别在于时间尺度。天气是指从数小时到数天的

温度、降水和风的变化；气候是指天气条件的长时间尺度（大于30年）

的平均态。

3.如何处理气候预测中的不确定性？

虽然气候预测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气候变化科学的主要结论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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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事实的，这些事实证明地球变暖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层中温

室气体浓度的增加，这一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于气候预测存在科

学上的不确定性，同时气候变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方面，气候变化行

动的决策不仅需要基于科学上的考虑，还需要考虑广泛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因素。

4.气候变化适应是唯一的措施吗？

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还致力于解决其成

因——温室气体污染。如果继续按照当前排放趋势发展，全球平均温度

将在未来50年内上升2℃～3℃，到21世纪末有可能超过5℃或6℃（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2006）。这将带来多种严重

的后果：从永久冻土融化到热带雨林消失（贮存的碳随即消失），几乎

所有极地冰川将消失，极地冰盖融化。一旦达到2℃～3℃的升温阈值，

阻止全球变暖将变得极为困难。

因此，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全

球变暖危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付出巨大的努

力。

然而，尽管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减少排放，有些地区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小部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却最为严重，需

优先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潜在的影响。

5.人道主义救援采取灾害风险管理是否现实？

即便是在需求紧迫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的各种方式也可以提

高个人、家庭和社区自身及当地机构的恢复能力。例如，现金发放可以

平衡人们在紧急需求和保护生计资产之间的矛盾，避免增加他们的脆弱

性。当国际组织与当地组织合作分配紧急援助物资（例如临时性避难

所）时，双方可以互助，一方面，当地组织可以帮助国际组织有效分配

紧急援助物资；另一方面，当地组织可以从灾害救援中获取经验，帮助

他们提高社区的备灾G能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不同的灾害情景提供

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人道主义援助也是人们的一种现实期待。更

多相关指南，请参见5.2 人道主义危机的早期恢复部分。

在缓发性灾害中有更多机会降低当前和未来灾害的风险。发展和人

道主义组织可以提供援助，帮助人们降低患病的风险，例如，在易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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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水源，为洪涝区提供饮用水消毒用的氯及相关知识；他们还可以为

加强早期预警系统G提供技术支持，改进疏散流程，提升地方政府评价和

降低风险的能力。获取更多指南，请参见5.4缓发性灾害部分。

环球人道主义应灾最低标准的若干核心标准与灾害风险管理相关。

获取更多相关的实际行动、指标和指南备注，可以参见该环球手册（工

具和资源第114页）。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15页。



本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理解特定群

体——儿童、女性、男性和某些高危群体如何遭受灾害和气候变化风

险，以及他们如何提升恢复力G。本章通过展示相关案例，形成对不同脆

弱性G的认识。鼓励相关的工作人员应用本章提供的实用清单，分析在特

定情景中与其他潜在高危群体相关的议题。

本章内容包括：

● 阐述每个群体所遭受风险的性质和成因。

● 提供使所有群体均受益的项目类型和倡导行动的范例。

● 常见问答。

● 实用清单，用以确保受危人群中关键群体的参与和行动。

2.1　儿童

通常来说，灾害风险G面前，儿童所处的灾害风险最高14。例如，在

地震和山体滑坡等突发性事件中，由于儿童所在学校建筑物的抗灾等级

不高，导致他们在灾害面前尤为脆弱。不论何种类型的灾害G事件，包括

那些低危害和低影响的灾害，例如普通的洪水和干旱，都有可能影响儿

童未来的健康和幸福15，如家庭收入减少、教育中断或是赖以依靠的家庭

成员患病或者去世。在经济十分困难的家庭，灾害可能迫使未成年少女

早婚或者卖淫，可能导致未成年男子堕入不法勾当中。气候相关危害G的

频率和强度的增加，以及长期气候变化G及其对粮食和食品安全、健康和

基础服务的潜在损害，也将对儿童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儿

童时期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将损害并影响他们的学习及身体发展16。儿童有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的关键群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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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护的权利，也享有参与影响他们生活决策的权利17。他们也有能力G

成为家庭、学校和社区中灾害风险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积极的、有

影响的参与者。应鼓励儿童参与提升恢复力的各项活动。

专栏2.1　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为负责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公共机构进行培训并提供资

源，使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到项目的设计和实施、影响监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

● 周期性危害发生后，应开展学校加餐项目，防止儿童营养不良。同

时，为儿童坚持上学的家庭提供奖励。

● 为困难家庭提供社会援助或现金支持，降低当前的脆弱性。

● 鼓励青年俱乐部和儿童团体参与风险评估。

● 促进儿童参与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儿童福祉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设

计和开发过程。

● 针对已知的灾害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强化当地学校的建筑设施。

● 提供与已知灾害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教育和服务的应急规

划。

● 在儿童剧院、动漫书籍和其他可视媒体中解释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

成因与影响。

● 将风险管理和适应活动做成壁画，例如疏散过程、水资源保护和处

理、卫生习惯、畜禽保护等。

● 儿童和青少年参与本地项目中与其年龄适合的活动，以提升他们的恢

复力，例如保护沿海红树林，在易旱区建设清洁水池和在裸地山坡种植树苗

等。

● 利用参与式视频的方式，鼓励儿童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的各种活动。

＊常见问答＊

1.儿童的年龄范围是什么？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儿童是指未满18岁的个体。这一定义可以因社

会环境的不同而异。对于受危和受影响群体如何定义儿童需要进行全面

的分析，确保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有权利受到保护G，并参与灾害风险管

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议题的分析和决策制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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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参与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活动的益处是什么？

儿童通常占贫困社区、城郊和乡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儿童参与恢

复力提升项目（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增加了满足他们自身需求的可

能性。由于儿童与其他儿童和成年人交往，如果他们知识丰富并得到支

持，那么他们就能成为有效的信息渠道、行动模范和变革的主要代表。

另外，通过提升儿童对风险的认知和管理水平，风险管理在中长期更可

能具有可持续的影响。

3.儿童参与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行动的阻碍有哪些？他们如何能够克

服？

有些传统文化中，出于尊重老者的习惯，不鼓励或允许儿童表达自

己的观点。应在群众中广泛普及，儿童及成年人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

候变化适应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益处。

在有些情况下，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参与这类活动时可能会处于危

险之中，这种担心可能直接来自父母，也可能是当某些既得利益群体希

望维持现状而把儿童当靶子。在动员儿童参与任何行动之前，分析对儿

童的潜在影响非常重要，同时保障儿童的安全也是尤为重要。还有一些

更为实际的考虑，例如，设计一些活动，使其与儿童所在学校的学习时

间表、相关工作及家务活动相匹配。

4.如何为儿童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创造有利环境？

影响因素包括：社区及其邻里人员的风险意识水平；教师、社团领

袖和其他领导者如何参与风险成因和降低风险的讨论；社区及其附近的

各种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是否有儿童权益保障法律及对它的认知程度；

全民参与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和预算；对儿童（特别是女孩）发表

自身观点和参与集会活动所持的态度。获取更多创造有利环境的指南，

可以参见第六章：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创造有利环境。

案例分析：夏令营活动帮助儿童感受更多的安全和保障18

项目实施地：菲律宾

项目实施方：救助儿童会

杰西卡是马尼拉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该学校地处高风险的阿尔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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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菲律宾吕宋岛的马荣火山。她是众多目睹2006年11月台风“榴莲”肆

虐场景的儿童之一。本次台风导致附近火山出现山体滑坡，造成大量人员

死亡。杰西卡和其他来自22个高危公共小学的616名学生参加由比科尔援助

项目（Bicol	Assistance	Project）资助的儿童夏令营，学习如何防范和应对

灾害，增强她们对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的认知。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资助，救助儿童会负责实施。

杰西卡所居住的地方距离火山只有8千米，该火山是比科尔地区最为

活跃的火山，因此，她对参加这个项目很感兴趣。她也意识到她的家庭

和社区一直面临着台风、山体滑坡、洪水、地震、火灾和火山爆发等危

害。

在夏令营活动中，她参加了一次发生7.5级地震，同时引发火灾，

导致营中出现大量“伤员”的演习。听到预示地震发生的爆炸声，根据

学到的培训知识，她和其他营员立即躲避，用手掩住头，在坚固的桌子

和椅子下寻找安全地点。夏令营期间，杰西卡成为学校紧急响应小组

（BERT）的关键领导者之一，一旦听到疏散警报和急促哨声，她负责指

挥同学们从教室转移到安全地点。

一旦到达安全区域，她将认真听从学校紧急响应小组安全委员会和

灾害风险管理团队主要安全责任人的指挥，立即清点人数，为恐慌学生

形成人墙保护。安全负责人还要负责请一个成年搜索和营救小组对教室

进行地毯式搜索，向安全地带转移伤员。杰西卡认识到儿童不能参与到

搜索和营救中，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成人接受这些任务的训练至关重

要。像其他人员一样，杰西卡对她的同学实行紧急救护，对伤员实施紧

急救护后，请其他同学协助她将伤员从紧急救援区域转移到开往最近医

院的救护车上。

除了一个受过培训的教师团队，来自菲律宾国家红十字会、市政紧

急救援和干预小组、市属灾害协调理事会、防火局和菲律宾阿尔拜省行

动小组的协助促成了该项目的实施。

杰西卡说夏令营中的经历使她明白，她可以帮助保护生命，还可以

使其他儿童感到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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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19页。

2.2　女性和男性

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对不同性别的人群影响不同。由于女性、男

性、女孩和男孩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可获取的资源及当地和传

统的法律及文化背景也不一样，因此，他们对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暴露

度G和脆弱性的特点和程度各不相同。例如：

（1）危害发生时，女性更难撤退至安全地点，因为她们可能是孕妇

或者是需要照顾孩子或行动不便的人员。相对于其他有能力离开高危区

域的人群而言，女性及依赖于她们的家属所处的暴露度可能更高。

（2）由于女性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可能会妨碍她们获取信贷的

机会，因此，很难在生计G中引入气候适应措施、无法购买合适的建筑材

料或者迁移到安全地点。

（3）由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的产量下降，为了继续维持家庭生活，

男人被迫外出寻找工作，或者从事高危的生计活动。

（4）当家庭中的女性在灾害事件中死亡或受伤时，男孩/男性需要

承担女性的角色，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相关经验，可能不知道如何喂养幼

小儿童。

女性脆弱的根本原因通常是社会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这些贯穿到她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否认她们从接受教育到参与社区治理G的基本权益。

女性的脆弱性也可能受到文化角色的限制，限制她们掌握能挽救生命和

阻止灾害损失的知识和技能，诸如学习游泳或参加公共会议，这些也转

而影响家庭中的其他弱势成员。

在大多数社会中，男性的脆弱性也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许多男性习

惯性认为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是他们的责任，当他们没有能力去实现时，

他们可能去从事危险的工作或者外出寻找工作，或者酗酒、滥用药物。

女性和男性提升人们的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的能力受他们的社

会、文化、经济和自然资源管理G等多方面的影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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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性通常对孩子和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行为及更广泛的社区有更

重要的影响。因此，女性能在粮食存储安全，根据气候变化调整用水及

卫生措施，在不利条件下做好防范等多项工作的风险降低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2）许多传统习惯中，男性在外时间更多，可能比女性和儿童更早

地接收到公共预警信息，因而可以尽快向家庭传递这一信息，降低家庭

风险。

（3）父母双方均可以向他们的儿女传授传统的生计知识和技能，包

括如何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收入活动来管理风险，如何适应不同的天气模

式或市场波动。

（4）女性和男性可能对影响生计的关键自然资源有专门的管理知

识，因此，面临气候变化时，有独特的技能适应这些变化。

危机和胁迫G给女性和男性带来了挑战社会传统的性别G角色和权利

结构的机会，例如以社区领导者的角色或者作为灾害重建财务援助的接

受者与当地政府协商优先适应。这种情况下，提升人们的灾害和气候恢

复力能够在风险管理和男女平等两方面达到双赢。

专栏2.2　性别敏感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确保男女都能参与到早期预警和疏散的规划过程、培训和训练中。

● 为用于家庭粮食安全和基本需求的现金援助提供安全网，保障援助直

接到女性手中。

● 为传统上管理家畜的女性和男性，提供家畜饲养和兽医方面的相关知识。

● 促进女性和男性共同参与风险分析讨论，综合两者在恢复力提升方面

的独特认识。

● 支持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对性别的影响研究，推广和分享性别敏感项

目的成功经验。

● 促进适当信贷措施的使用，培训女性和男性适应新环境，维持生计。

● 促进女性和男性参与土地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高对高危地区和可迁

移地区的认识。

● 为女性和男性获取出生证明、身份证和职位登记等提供法律支持，保

障他们有能力主张权利、参与政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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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答＊

1.女性和男性谁的风险更高？男女面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风险是否存在

不同？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景下，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性质和程度对

男女而言是不同的。说到灾后的死亡率，在1988年发生的米奇飓风灾难

中，男性比女性死亡人数更多，因为男性更多地参与了营救。但是，在

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中，女性比男性死亡人数更多，因为女性不会

游泳，同时衣服过长阻碍了她们的活动19。但是，除生命之外，其他类型

的潜在损失都处于风险中，例如生计资产、房屋、健康和福利的损失。

2007年秘鲁地震之后，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上升的更为急剧，这是因为

雇佣女性的关键生产和服务行业受到重创。而据报道，澳大利亚农村反

复的洪水和干旱对男性的精神健康影响更大，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20。调

查2007年尼泊尔洪水后发现，女性更易受焦虑、失眠和无助感的影响，

家庭迁移使她们失去依赖的社会关系网21。

为了确保项目的性别敏感性特征，需要男女共同参与风险评估，最

大限度地将数据按照性别及其他变量（年龄、生计类型和地区等）进行

分类，应该在项目周期的所有阶段中持续监测和关注项目的性别考量及

其对不同性别的影响。更多指南，参考本章的实用清单。

2.在不允许女性表达观点（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的传统习惯中，女性如何

充分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

如果当地没有做过性别分析，需要在其他活动开始前，分析女性、

男性、男孩和女孩在社会、经济、政治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这不仅可以为项目提供基准信息，也可以用于项目结果的讨论。因此，

在整个项目实施进展中，小组会议都应按照性别分开进行，男性和女性

分别面谈，按照性别开展调查从而提供分类数据，简化的性别混合会议

应保证男女都能发挥作用。风险降低措施可以在所有活动上实施，从家

庭活动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可以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储备

水、作物收获及在工厂和学校演练紧急事件等。在其文化或传统角色内

外，保证有许多机会使男女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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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1页。

2.3　高危群体

某些群体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身体、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可能

使他们在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下暴露度更大和更脆弱。

2.3.1　残障人士

身心障碍是指精神和身体的损伤限制了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机动性

和活跃性。由于残障人士缺乏融入社区集体活动的意识，或是社区中的

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没有能力参加社区活动，有身心障碍的女性、男性和

儿童通常被排除在社区日常生活之外。由于他们未被邀请参加社区所面

临的风险G讨论中，因此，无法帮助识别那些为残障人士服务并针对他们

实施的风险降低和适应措施。

认知能力有限的人们对于急发性灾害尤其脆弱。例如，他们可能无

法充分理解海啸的早期预警信号的潜在意义，可能无法及时安全疏散。

例如，当水资源短缺加剧时，机动性差的人可能非常脆弱，因为，他们

不能获取更远距离的水源。

所有残障人士都有能力参与对自己和他人有益的活动。在许多传

统习惯中，身体残疾的女性长期居家，负责照顾孩子。这样，他们有

能力教育孩子有关风险的知识及降低风险的措施。机动性受限的男女

也可以收集信息并在更广泛的社区内传播信息，例如降水监测或者早

期预警信息。

专栏2.3　包含残障人士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为精神和身体有残疾的人群建立邻里互助网络，在疏散、分配救济和

其他灾害风险管理活动中帮助他们。

● 将水井和救援分配点安排在机动性受限的人群附近。

● 为有机动性受限成员的家庭提供高效燃炉。

● 当残障人士的传统生计活动处于灾害或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中时，为

他们提供多样化的生计补助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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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慢性疾病患者

慢性疾病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和艾滋病病毒（AIDS）、肺

结核和疟疾，对家庭和社区如何遭受灾害风险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例

如，受影响的家庭（包括老年和小孩为主的家庭）可能缺乏防范洪水所

需的劳动力或者经济投入，或者由于家中成年人的疾病、贫穷和健康护

理或丧葬等额外花费的压力，很难从旱灾中恢复。同样的原因，受影响

家庭中的儿童可能营养不良、健康情况较差，因此，对气候变化下更加

流行的疾病尤为脆弱。

当灾害破坏或损害了患者的服务系统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不能再得到良好的治疗。如果破坏持续，可能进一步

加剧病毒的蔓延，慢性疾病患者将为如何得到他们所依赖的药物而苦

苦挣扎。

慢性疾病还影响家庭和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由于没有收

入保障，他们会拒绝生计方式革新或者多样化，因为他们认为革新

失败的风险比每天要面临的风险更大。受慢性疾病影响的家庭儿童

的文化程度可能较低，因为他们 需要照料家人或劳作而不能上学。

以上原因导致他们将来的收入可能会较低，同时他们的生存机会也

会减少。

专栏2.4　包含慢性疾病患者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促进有其他慢性疾病的群体和家庭参与风险评估，进行气候知识和减

灾培训，参与降低风险的合作活动。促进高危群体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

化适应活动的方法，参见2.4节的实用清单。

● 在干旱和其他严重的受灾时期，对受影响家庭进行现金或粮食补助等

早期干预，防止粮食短缺。

● 设计合理的卫生信息发布方式，降低危害期间（如洪水和搬移到临时

安置点等）的次生感染风险。

● 确保卫生设施的物理维护与改进，与医护人员协商维持灾害期间卫生

设施持续发挥其服务功能。

● 发布卫生设施应急规划，确保灾害和气候胁迫期间药品的持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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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老年人

一般来说，年纪增长通常会降低其机动性和肌肉强度，这种体力

限制导致老年人不能做好灾害防范工作。例如，提高居住地的地势应对

洪水灾害，或将窗户用木板围住以降低台风损害等措施。体力限制还可

能阻碍老年人采取一些需要体力劳动来完成的降低风险和适应措施。例

如，种植树木以减少农田周围的水土流失。另外，在紧急事件中，体力

限制可能阻碍他们及时避险。

健康状况差的老人更易感染疾病，例如疟疾和霍乱通常发生在灾害

之后，预计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将更为广泛。在极端天气事件中，老年人

易患疾病及其相关的并发症，甚至死亡。

许多老年人，特别是女性老人，在身体上、社交上和情感上更加依

赖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这种社区网络通常被视为财富，但是如果没有相

关努力去强化，这种网络将受迁移、搬迁、资产损失及其他灾害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而被显著削弱。

然而，老年人对社区的历史、布局和地形的了解成为项目和社区的

财富，他们在识别其他脆弱人群方面可能更具有优势。一些老人的传统

应对措施和灾害减少实践的知识更为丰富，例如社区粮库、集水或作物

套种，其中一些措施可以改进并应用。女性老人通常在照顾孩子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使具有生产力的年轻人在新的降低风险或适应策略

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专栏2.5　包含老年人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建立独居老人的社区网络，帮助保护他们的房屋和资产免受即将到来

灾害（例如风暴和洪水）的威胁。

● 以老年人为健康和卫生支持目标（给予诸如床单、消毒用的氯等方面

的物质投入），降低他们由于洪水、搬迁和其他灾害导致的不良卫生条件的患

病风险。

● 为健康服务人员准备应急规划，确保灾中和灾后服务的连续性。

● 促进老年人参与社区风险评估、知识分享和决策制定过程。

● 使老年人参与社区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操作社区无线电站、传递警告

和疏散信息、记录水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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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原住民

世界上三亿原住民中大部分人处于贫穷和边缘化状况22，许多原住

民生活在远离主流国际市场、主体经济和发展核心以外的隔离区域。由

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通常存在争议，很容易缺少主要的基础设施，如道

路、学校和卫生设施23。

一些原住民的经济贫困还伴随着“缺乏话语权”，即被直接影响他们生活

的国家或区域决策过程边缘化。方言和文化差异使他们与大众进一步隔离。

原住民弱势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他们对灾害影响更为脆弱。此外，

他们的生计活动和基本需求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高纬度、潮湿的

热带地区、沙漠和干旱地区、极地地区和小岛，这些都是易暴露于气候

变化影响的地区。

然而，通过世代间知识的传递，原住民已经认识到并开始采取措施

适应气候变率G和当地数千年的气候变化。他们传统的应对策略及其相关

知识为提升他们的恢复力和适应能力G提供了重要基础，这些能力可以在

尊重和发扬他们权利的有利环境下得以加强。

专栏2.6　提升原住民恢复力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范例

● 承认原住民的集体和世代领土及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生计安全、文

化认知和政治影响的基础。

● 促进基础服务发展的财务资源进驻那些地区。

● 在适当的媒体中进行教育和宣传，普及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成因和

应对措施。

● 识别并分享应对气候变率和自然灾害的传统机制，鼓励原住民在社区

内部和社区之间进行讨论，分析传统机制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效果。

● 促进获取非原住民的技术和科学知识。

● 通过方言和通俗的文化习惯，促使他们参与到区域早期预警系统中。

案例分析：灾害风险管理的菜园学习行动24

项目实施地：莱索托王国

项目实施方：天主救济服务会（CRS）

即使在种植作物已经满足人们能量需求的地区，多样化饮食对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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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抵抗外部冲击（诸如疾病或阶段性粮食欠收）G的恢复力也十分

重要。在世界许多地区，传统的饮食多样化程度和营养含量均较低，过

多依赖于如玉米或木薯类的淀粉类食物，仅有一两种叶类蔬菜，偶尔有

一些蛋白质食物（通常是植物蛋白）。另外，蔬菜通常具有高度的季节

性，因此，蔬菜的微量营养素也无法全年供应。

世界上80%的耕地是雨养农业，遇到干旱时，仅南非一个地区就有

数千万人需要粮食救助。由于气候变化增加了降水和其他气象格局的变

化，世界许多地区可能会遭受更多干旱、洪水、作物产量变化及更多数

量或种类的害虫侵袭。这些干旱地区不仅需要提高作物产量的种植方

法，而且需要一些提高脆弱群体获取水资源的策略。

由于莱索托王国主要是淡水来源区，气候变化对该国的影响将对整

个区域的淡水资源供应产生深远的影响，干旱区域经由南非、纳米比亚

和博茨瓦纳，延伸到大西洋流域。莱索托地区长期受气候变化及其相关

灾害的影响。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莱索托人民逐步形成一系列的应对机

制以有效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近些年的气候变化使得气候冲击的频

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显著增加，导致人们从上一次事件得以恢复的时间

缩短，甚至没有时间恢复。

从2005到2008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食品和平组织

（Food-for	 Peace）联合资助，在莱索托开展的南非食品应急项目

（C-SAFE），促进缺少粮食的脆弱人群建立家庭菜园，包括“锁眼”菜

园，作为提高家庭抵抗外来冲击（如干旱）的方式。“锁眼”菜园利用

当地现有的材料建设，为直径2米、高1米的圆形建筑。菜园主可以站在

菜园中工作，节省体力。在	“锁眼”的中心位置安放堆肥篮，使用洗

过盘子和衣服或者沐浴后的中水通过篮子进行灌溉，以达到节水和节省

收集其他灌溉水的劳动力。在篮子中覆盖茅草、芦苇或者其他东西，帮

助过滤肥皂和清洁剂里的化学物质。在菜园中搭建有机层板，一方面可

以增加土壤养分和蓄熵；另一方面，使“锁眼”菜园在寒冷干旱的冬季

也能保持产量。建成以后，菜园仅需要有少量的维护和额外投入（如肥

料）。另外，分层设计能够帮助菜园保持湿润，因此，蔬菜种植的用水

量很少。

“锁眼”菜园对贫困家庭提升恢复力有多重效益：节省劳动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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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保持水分；增加土壤养分；提高营养；实现

蔬菜常年种植；减少额外投入；出售剩余产品增加收入。

社区参与菜园的建设，帮助人们收集材料并搭建菜园的主体结构。在莱

索托，社区成员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搭建了菜园，并继续为脆弱家庭建设菜

园，这种举措使整个社区受益。社区参与了“锁眼”菜园建设的整个过程，

包括菜园的选址、建筑材料的收集和菜园的搭建，这些过程加强了受危人群

的参与和行动意识。社区成员学习搭建和维护菜园，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按

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其他菜园。

“锁眼”菜园提升了小农户对水资源短缺的恢复力，因此，在灾害

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促进蔬菜品种多样化和经济创收提

供了可能。这一方法在莱索托获得成功，被广泛采用。尽管该方法对提

升非洲和其他地区家庭的恢复力有巨大的潜力，但目前还没有被广泛认

知和推广。

鉴于“锁眼”菜园在减少家庭面对外部冲击（如干旱）脆弱性方面

取得了成功，保证了受体力限制人群（如老年人、青少年、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残障人士）的粮食安全。2012年，天主救

济服务会启动了一个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学习和试验这一适应策略的项

目。项目启动时，来自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当地政府、17个国家的

专业学者和科学家代表共同学习了莱索托方法的经验，参与“锁眼”菜

园的建设，就这一措施如何在本国应用集思广益；讨论当地可利用的材

料，如利用竹子而非莱索托使用的石头作为外墙；改进例如城郊和国内

流离失所人口聚居地或避难营等拥挤地区的设计。

该项目的产出成果包括一本实践者手册和一个简短的培训电影，于

2012年8月出版。这两个材料都推荐了当地的适应措施并提供了优良做法

的范例。

这个项目说明：①有很多本地化的适应措施，相似的家庭菜园能够

降低灾害风险、提升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②尽管适应并不容易，根据

莱索托的经验，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方法学值得探索；③采取参与

式的方式选择项目受益人，并在目标和合作伙伴的筛选标准中加入可持

续性的指标具有重要意义；④“锁眼”菜园应该在粮食安全和灾害风险

管理行动的综合发展项目中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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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天主救济服务会已经将“锁眼”菜园进行了大范围推广，以

应对其他脆弱团体的粮食和营养问题，包括孤儿和脆弱儿童及艾滋病病

毒携带者。

＊常见问答＊

是否有其他高危群体？如果有，如何考虑他们的特殊需求和权益？

由于经济、社会、物质、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差别，使得某些群体

所受的风险各不相同。还有一些高危群体，包括宗教信仰少数派、种族

少数派、难民、流离失所者、非法移民、社会底层人员和流浪者，以及

非传统性取向的人群。

利用已有知识识别潜在的高危群体，按照下面的实用清单提供的步

骤，确保他们在整个项目中得到充分的考虑，并适当参与项目的活动。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2页。

2.4　关键群体参与和行动的实用清单

所有受危人群，特别是高危人群的权利、需求和贡献，都应该被纳

入到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和倡导的各个过程中。这个实用

清单旨在帮助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工作，

因此，需要与所有领域和情景下的应用指南结合使用。

关键群体和委托代表的参与实用清单

（1）获得或建立一份目标群体或利益相关者的人口分布图谱，确保

所有数据都能按照性别、年龄和其他在本章中列出的相关因素进行分类。

（2）确保工作人员理解并按照以权为本的方法G行动，确保他们理

解与目标群体相关的国际和国家法规框架。提高工作人员的能力，推动

合作伙伴、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对该方法的应用。

（3）在项目周期（从风险评估到疏散）所有阶段采用参与式的方

法，确保人口分布图谱中所有高危群体能够参与。项目设计的活动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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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时间表相匹配，为他们的参与活动提供后勤或财务支持，并提供

翻译等。

（4）确保关键群体参与规划和倡导项目的设计和执行，优先考虑能

使高危人群受益的策略和行动。

（5）整个规划和倡导项目周期中，过程始终坚持使用分类数据，从

始至终采用相同的群体分类标准。



本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进行项目的设

计、实施、监测和评估，以提升人们的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G。该指南

同样适用于以灾害风险管理G和气候变化适应G为主要目标的项目，以及

多部门或特定部门将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融合在一起的干预措

施。本章改编自：CARE （2010） 以社区为本的适应工具包。

本章内容包括：

● 项目周期管理概述。

● 项目周期内不同阶段的工作指南，包括与监测、评估和再认识G 

（MEL）有关的关键步骤、活动和产出，以及知识的管理。

● 优良做法范例。

●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项目周期管理中

的应用指南。

3.1　项目周期管理概述

项目周期管理 （PCM） 是用于描述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各项活动和

决策程序的管理，强调项目的周期性和循环性，以及在不同阶段内干预

行动的相互依存性。该指南采用一种简化的项目周期模型，模型包括分

析、设计和实施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活动和产出。知识

的生成和管理包括监测与评价等各项活动，是项目各阶段之间的桥梁，

并使其成为贯穿整个项目周期的核心。虽然还有其他类型的项目周期管

理存在，并且不同组织也有自己的模型，但是模型的关键构成基本保持

一致，例如有助于项目完成的实施阶段分解及项目过程的周期性特征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项目的周期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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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部分内容包括：

（1）建立项目的特定基准，以及与外部环境有关的基准信息；

（2）设定各种变化的评价指标并对其进行监测；

（3）根据项目设定的预期结果，审查和评估项目的进展和成果，据

此不断地完善项目；

（4）获取并分享项目周期管理的相关知识以促进项目间的学习。

图3.1　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

受危人群的积极参与是项目周期管理的关键，项目只有以那些面临

灾害G和气候变化G风险人群的需求为基础时，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因

此，项目周期管理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力求使高危人群全面参与到各级规划及项目的实施、监测和评

估过程中（例如，用地方语言提供信息）；

（2）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了解并满足受危人群的独特需求；

（3）确保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各项活动，没有额外地加

剧他们的脆弱性G；

（4）纠正导致农户内部、农户之间暴露度和脆弱性不同的权利不平

衡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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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

分析阶段的主要目的包括：①收集相关信息，从而帮助利益相关者G

更好地了解新的或即将开始的项目中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性质及范围，

即问题的识别。②确保项目能够与目标受危人群的需求保持相关。

特别指出的是，分析阶段应该从以下几种来源中获取相关知识：

（1）目标区域内发生的灾害G和气候条件。

（2）观测的及预期的灾害和气候变化。

（3）当前及未来的灾害和气候变化（包括不确定性水平）对目标区

域受危人群及他们所依赖资源的影响。

（4）受危人群所采用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相关策略的有效

性，以及在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这些策略的可持续性。

（5）易受当前及未来灾害和气候条件影响的社会群体及生计G。

（6）促进或阻碍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政府策略及项目。

（7）目标人群识别出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优先议

题。

（8）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潜在合作伙伴、盟友和对

手。

（9）负责设计、实施和监测目标项目的相关人员及合作伙伴的能力G

发展需求。

（10）能够补充或配合目标项目的其他措施。

项目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调整分析阶段的时

间跨度。例如，对于短期的发展项目，需要在灾害响应与恢复项目的最

初阶段作出快速、充分的分析，并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完善分析结果；

反之，对于长期的发展项目，通常需要一个较长的分析和规划过程。然

而，无论项目持续时间长短，均需要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长期影

响，以确保长时间内所有干预措施都具有可持续性，甚至是项目结束后

仍发挥作用。

分析过程涉及的范围应该与目标规划所涵盖的范围保持一致。例

如，如果分析的目标是为了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分析过程应该涉及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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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部门；反之，如果项目旨在报告粮食安全计划的一个新阶段，分析

过程可能主要关注影响人们生计和营养的议题。

3.2.1　分析阶段的主要步骤

分析阶段共有五个关键步骤。

3.2.1.1　明确分析的目的和过程

（1）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受危人群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应广泛

地讨论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析的目的，并就如何应用这些分析结果达

成一致。同时，包括开发新的、独立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

目，或重新设计已有项目，使其包含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相

关内容，从而提高项目的有效性。

（2）确定分析过程，包括参与分析过程的主体、时间和信息来源，

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

（3）确保分析过程中收集的数据来源于一手数据（来自社区成员和

气象服务部门等）和二手数据（官方统计数据和研究报告）。

（4）确定一种可应用于当地风险分析的参与式的风险评估工具或系

列研究方法，并根据地方需求作出相应调整，从而确保分析过程以受危

人群的需求为核心。

（5）确保协助完成分析过程的相关人员熟悉所选择的方法。

3.2.1.2　分析危害和气候环境

（1）收集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①目标区域（或者是最小尺度范围

内）的历史气候条件和预测的气候变化情景。②目标人群及其环境范围

内发生的气候灾害和非气候致灾因子。

（2）不同社会经济和生计群体关于以下问题的看法：①一生中所观

测到的气候变化。②一生中影响他们社区和周围环境的灾害。

（3）分析气候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社区人群福祉和生计财产、资源和

设施的影响。

（4）分析当前及未来的灾害和气候情景如何影响项目区内所有已开

展项目。

（5）分析目标人群如何理解和使用气候信息员提供的信息及如何改

进这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纳入项目的基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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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1　一手和二手气候信息来源的范例 
● 当地气象站。

● 社区知识和当地预报。

● 国家气象服务部门。

● 政府气候变化部门。

● 区域气候中心。

● 国际气候机构。

3.2.1.3　分析目标人群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恢复力及脆弱性，从而了解

以下内容

（1）目前，不同群体和领域的人群如何应对灾害和气候变率G，以

及他们所采用方法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所有正在开展项目的潜在影响。

（3）那些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最脆弱的群体及领域。

（4）目标人群易受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影响的原因，重点分析他们

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以及潜在的影响因素，例如资源的可获取性、

政治影响力和社会结构等。

（5）目标人群对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的脆弱性、恢复能力和应对机

制如何随时间而改变。

3.2.1.4　解析项目的环境

（1）目标区域内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政府项目和非政府项目，识

别它们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所创造的机遇与挑战。

（2）识别可能影响项目人群的脆弱性和恢复力G的任何政府决策或

漏洞。

（3）识别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提供机遇与挑战的任何私

营活动。

（4）分析政府、非政府和私营部门组织对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活动的益处，以及他们的行动能力（计划、结构和活动）。

3.2.1.5　验证和记录分析结果，并建立项目的基准情景

（1）讨论和修改（如果需要）分析结果，邀请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分

析结果的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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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数据来源、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以及分析过程中存在的

缺陷，并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特别是目标人群分享分析的过程和结果。

（3）选择关键数据用于建立基准情景，监测灾害发生的趋势、气候

条件、项目进展、提升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的制度与政策环境。

3.2.2　分析阶段的主要成果

（1）形成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商讨的报告，该报告应当描述分析的方

法和所取得的结果，并以通俗的语言与目标人群分享。

（2）从整体结果中筛选出关键数据，形成背景分析报告和基准情景。

（3）完成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初始评估报告，识别所有利益相关者

（尤其是目标人群）达成的关键优先事项，以及哪些事项可以有效应对。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4页。

3.3　设计

设计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分析阶段取得的结果，设计和开发新的

项目，或是在现有项目中加入新的方案，从而提升目标人群对灾害和气

候变化的恢复力。设计过程中，应该设定项目所能达到的目标、预期取

得的成果以及拟开展的活动。

理论上，为了提高利益相关者的兴趣和认识，设计过程应紧随分析

过程。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干预的设计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分析过程中提出的问题。

（2）项目实施方的责任、优先事项和能力。

（3）项目区域内可能作为互补的其他项目和计划，项目设计阶段考

虑如何与之有效互补。

（4）潜在的合作伙伴、盟友和网络。

（5）资金数量及其使用条件。

在这些参数中，地方层面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目

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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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受灾人群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当前和未来风险G的认知和

评估能力，以及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风险管理的能力。例如，公共信息活

动、灾害图谱的绘制和监测、气象预报信息的获取、有效的早期预警系

统G，以及有助于认识和使用灾害信息的演练活动，并理解气候信息的不

确定性水平。

（2）优化项目的结构、机制和资源，用于准备和响应各种灾害和巨

大变化并从中恢复。例如，灾难管理委员会、应急服务、应急计划、应

急资金、社会保险、粮食银行和临时庇护所。

（3）构建多样化的资产基础，从而提高人们的生计和福祉，并控制

灾害风险。例如，多种收入来源和生计选择、家庭储蓄、可持续的自然

资源（如水源、肥沃的土地、森林）、身体健康和社会网络。

（4）保护人们的资产和服务免受当前和未来的灾害与气候条件的影

响。例如，抗灾房屋、学校和医院的建筑技术及可行的供水技术和卫生

系统。

（5）推广适合于当地条件的适应技术来降低风险。例如，耐旱品种

的使用、粮食储备量的提高和废水回收。

（6）保护环境。例如，流域综合管理技术、侵蚀控制和再造林。

国家层面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目标如下：

（1）加强制度、权利与监督体系的建设，确保公平地获得提升恢复

力和适应能力的关键资产。例如，获取饮用水的国家政策、卫生服务、

教育、气候信息和其他基本权利，获取自然资源的地方管理标准，尊重

当地人群遗留的土地权利和社会习俗，鼓励当地富裕家庭扶持遭遇胁迫G

或危机的贫困家庭。

（2）提升人们对各级政府的决策和治理过程G的影响能力。例如，

通过民众的竞选活动，为受危人群提供机会，使他们提出对灾难和气候

风险管理的关注点，以传达给政策决策者以采取相应行动。

（3）支持人们的创新能力并从创新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例如，为

种植新作物品种提供帮助和保险，为新的工作技能提供培训，为促进改

善卫生环境的设施进行推广等。

（4）建立或加强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治理框架，如国家法

律、专业部门和主导G政策，以及能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层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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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机制，从而使灾害与气候变化适应管理的高度由地方尺度升级到

区域和国家尺度。

（5）制定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长期计划和响应机制，应该实现以下几

个目标：①协调涵盖多个部门和部委之间的相互协作；②确定来自不同

社会部门的关键合作伙伴能开发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项目；③确定计划和

响应所需的人力与资金。

有关具体部门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更多详情，请

参见第四章：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领域。

3.3.1　设计阶段的关键步骤

设计阶段有五个关键步骤。

3.3.1.1　定义设计的过程和项目范畴

（1）就如何实施设计过程、主要负责人及需要的专业技能等事项，

在主要利益相关者间达成一致。

（2）如果项目期限超过分析结果所涵盖的时间段，应检查基准背

景，识别任何新的信息来源，并更新分析结果。

（3）讨论分析过程中得出的关键问题、执行机构的能力和责任、区

域内其他项目和规划的关注点、资金的大致额度和使用条件。

（4）明确项目的干预措施、持续时间及预期受益的社区或人群。

3.3.1.2　制定项目的内容框架

（1）设定项目的预期目标，如果是正在执行的项目，需要验证和重

新定义项目的目标。对于专门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项目，项

目的目标可能专指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对于将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

变化适应措施综合集成的项目，项目的目标可能更为广泛，但其应该涉

及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背景下项目效果的持续性。

（2）根据设定的预期目标、成果和总体影响，设计项目实施过程

中所要开展的相关活动。项目活动的设计应该建立在受危人群已经采用

的、进行有效风险管理的相关策略基础之上，应该利用执行机构内部已

具备的专业技术，或是预留一部分预算以采用更加合适的专业技术。

（3）针对可能发生在项目整个过程中的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制定

相应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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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明项目设计所考虑的假设，并明确表示出项目需要灵活地适

应任何无法预见或不确定的气候变化。

3.3.1.3　制定宣传计划

（1）利用分析阶段产生的相关制度、政策及其他方面的信息，确定

可以为项目及其他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努力创造有利环境的

关键因素。例如，国家级气候变化政策的出台，要求各级政府为灾害风

险管理分配预算，这可能是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

（2）如有必要，开展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特定致灾因子产

生的影响。

（3）如有必要，完善项目的内容框架，以体现宣传方案中涉及的各

部分内容。

（4）关于更多的宣传指南，参见第六章：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

化适应创造有利的环境。

3.3.1.4　创建监测框架和知识管理方案

（1）利益相关者讨论并选出适宜监测项目进展的指标。利用近期的

有关恢复力特征的研究，以及下面提到的其他资源来支持讨论的结果。

与所有的项目一样，确保选定的指标能够满足SMART标准，即指标是具

体的、可测量的、可低成本实现的、与项目相关的、能按时获得的，并

能体现出性别特征的。

（2）完善分析阶段产生的基准情景的相关内容，以便记录所选指标

在项目开展前的基本情况。

（3）创建一个项目内和项目外的基准数据的监测、收集和分析方

案。外部环境的变化通常会促使项目的相应调整，因此，监测项目外部

基准同样重要。

（4）识别出潜在的、有益于他人学习的领域，如创新技术、背景挑

战等；并明确如何获取并共享相关知识，以便在方案的内容框架中设计

特定的活动来完成此项工作。

（5）利益相关者讨论如何对项目进行评估并就此达成一致。对于长期

或高度创新的项目，在最终的项目评估基础上可考虑增加一个中期评估。

3.3.1.5　制定项目预算

（1）明确实施和监测项目的各项活动（包括倡导活动）所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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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财力和物力资源。

（2）人力资源预算包含工作人员能力提升的预算需求，由于项目的

需要，工作人员将来需要提升在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

（3）包含在项目周期内应对灾害或气候变化影响的应急基金。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尽量建立灵活的预算机制。由于气候变化预

测的不确定性，以及一些提升恢复力措施的创新性，项目及其预算可能

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此外，项目预算过程中还应该包括社区对项目的实

物贡献。

3.3.2　设计阶段的产出

（1）项目纲要。

（2）宣传计划。

（3）项目特定的基准情景。

（4）包括项目受益人的问责计划在内的监测框架。

（5）评价指标文件。

（6）知识管理计划。

案例分析：飓风后社区重建和恢复项目

项目实施地：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项目实施方：国际关怀组织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以下简称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最贫穷的30个

国家之一，经常遭受飓风的袭击，其中一些飓风非常猛烈，影响了马达

加斯加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当地人们已经习惯了飓风的侵袭和影响，但

是当地政府没有资源来预防未来的灾害。

马达加斯加东北部的安塔拉哈区，人们通常生活在河岸或沿海村

庄。这种生活习性使他们习惯于用独木舟出行，很少用其他交通工具，

然而这种生活习惯会让他们直接暴露于飓风的影响之下。在过去的12年

里，安塔拉哈遭受了8次飓风袭击，其中3次是高强度的热带飓风。在飓

风造成风暴潮之后，沿海地区侵蚀加重。一些村庄的海岸线向前推进了

100多米，导致超过50%的村庄和主要道路遭受破坏。由于作为防风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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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岸树木的减少，以及可以降低风暴潮影响的红树林和珊瑚礁的破坏，

飓风导致的侵蚀程度加大。

2000—2004年飓风造成两座桥（分别长45米和100米）和一艘渡船

受到严重破坏，项目周期内的数据分析了这一期间飓风所造成的破坏程

度，以便确定如何更好地加强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关怀组织总结

指出，与其反复地修缮桥梁，不如组织安齐拉贝的2000多人修建一条绕

行内陆5000米长的道路会更加有效。这将吸纳社区人群参与到建设的中

来，同时由于道路对飓风、风暴潮和侵蚀的暴露度大大减少，也将降低

长期的维护费用。这个设想提交给村里之后经过内部协商，村民决定修

建此道路。

在项目周期管理的第二阶段，社区确定了可以为施工建设提供土地

或树木的人群，同时来自村里的关键人物帮助协商来补偿这些农户，使

国际关怀组织项目可以在社区的参与下全面设计与实施。

以社区决定为基础，筑路项目的目标是方便人们的交通出行和货物

的运输，第一阶段采用劳动换取食物的方式，第二阶段采用劳动换取酬

劳的方式，目的包括：①保证那些受飓风影响最严重人群的粮食安全；

②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通，帮助本地经济（市场接入）的复苏；③提高5

个沿海村庄的安全和交通畅通性。

通过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社区作出决定修建道路。这种干

预措施不仅降低了道路对灾害的暴露度，而且降低了人群对灾害的暴露

度。道路建成8年后，2200个沿海居民向内陆地区搬迁了1000米，以便更

接近于道路。他们继续受益于该道路提供的经济优势和交通便利。通过

向内陆地区搬迁，降低了人类活动对沿海环境的影响。村庄到农田的距

离减少，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以前男人们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海上活

动或是看管他们的渔具，现在他们可以与妇女一起花更多时间进行农业

生产活动。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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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项目的实施

项目实施阶段是指开展项目计划的各种活动、获得项目的结果、监

测和修改项目以便应对任何新的情况或无法预见的状况。

项目实施阶段的目的指在计划的时间内和预算内实现项目的目标。实

施过程包括所有直接的援助、支持、能力建设、倡导和知识管理活动。

3.4.1　实施阶段的关键步骤

实施阶段初期有三个关键步骤。

3.4.1.1　启动活动

1. 与目标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制定工作计划

（1）为开始和完成项目计划的所有活动制定一个可行的时间表，并

与所有的相关方共享该时间表。

（2）为了准备和应对项目周期内可能发生的任何灾害，尤其是在复

发性灾害背景下（如季风季节的洪涝），尽可能地保证项目的灵活性。

2. 确定伙伴关系和关系网络

（1）会见合作伙伴和盟友，进一步推动项目的各项计划，如果需要

（如背景发生了变化），对计划作出适当的调整并协调各项活动。

（2）与合作伙伴和盟友讨论各方在项目实施、宣传和知识管理方面

的角色和责任，并形成正式的协议。

3. 提高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能力

利用分析阶段收集的各种信息，制定一个与项目需求一致的、适

应各种缺陷的工作人员能力的发展计划，并将该计划纳入整个项目规划

中，以确保项目获得资源后能顺利实施该项计划。

3.4.1.2　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持续关注的几个方面

1. 监测、评估、再认识、知识管理

（1）确保系统地监测和分析项目的各项活动、产出和成果及外部环

境，与监测计划保持一致；并确保与各利益相关者分享结果，从而完善

项目的设计并促进项目的实施。

（2）确保根据性别G和其他不同因素对相关数据进行分类。

（3）要认识到不可预见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并根据需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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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项目。

（4）开展并分享创新性的或成功的实践案例。

（5）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制定关键时间节点描述和评估计划，并付

诸实施。

2. 高危人群的参与

（1）核实项目是否满足女性、男性、儿童和高危人群的实际需求和

战略需求。否则，根据他们的需求修改项目，并重新核实。

（2）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项目中，获取有关性别和多样

性的具体经验，推广优良做法。

3. 应急准备和响应

（1）在项目实施阶段的初期，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一个应

急或备灾G计划，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修改。

（2）在项目实施阶段的初期，为所有致灾因子和气候状况恶化建立

一个基本的灾害预警系统，然后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定期检测并提高该预

警系统的性能。

（3）确保所有参与者（目标人群、项目人员和其他组织）都清楚

自己的角色、责任及应急响应的程序。通过有组织的模拟和非正式的检

查，定期检测他们的能力，从而建立备灾文化。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8页。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项目周期管理中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
灾因子和气
候变化的认
知

● 从一手和二手数据来源中收集资料，从而全面理解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
● 需要注意，目前缺乏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域尺度和地方尺度的气候数据和预

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利用关于总体趋势和情景方面的最佳可获取
数据

2.增强对暴
露度、脆弱
性和能力的
认知

● 吸引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项目的分析过程，提高他们理解和评估风
险的能力，并将其能力的提高作为参与项目的直接成果

● 在项目设计阶段，监测项目的外部基准，如有必要适时更新分析结果

3.明确权利
和责任

● 按照性别、年龄和其他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进行数据分类，理解不同人
群的特殊需求

● 在设计过程中向利益相关者汇报有关结果，并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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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受危
人群的参与
和行动

● 与目标人群一起，采用参与式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该研究方法能
够提高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有利于不同人群的积极参与和对未来活动的承
担

● 记录项目设计的过程，包括关键决策背后的基本原则，利益相关者如何参
与，从而促进项目的实施和学习，以及不同群体的参与

● 在利益相关者的承诺期、局限期及工作高峰期做好计划，如工厂倒班时
间、通勤时间、收获期及热带风暴季节，以便项目需要时他们可以全身心
地参与，确保干预措施在恰当的时间实施并起作用

5.促进系统
性的参与和
改变

● 为工作人员、参与者和合作伙伴提供跨项目的学习机会，学习气候变化的
新概念和新信息，了解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方法的必要性

● 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对项目进行评估与评价，鼓励形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
间进行讨论

6.促进多层
级的协同配
合

● 确保项目周期管理中的各个阶段涉及从地方到区域、省级、国家等不同层
面上的干预措施。不良的政治和制度环境，将限制项目的成果产出和可持
续性

● 在项目中，利用制度强化和公民社会G能力建设，促进不同水平上利益相关
者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7.借鉴并建
立多渠道知
识体系

● 尽可能使用多来源的信息，但不能因为项目区的外源信息无法获得而推迟
项目的进展；当外源信息缺乏时，根据当地分析结果产生的数据开展项目

● 与负责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政府部门，以及负责粮食安全、生
计、水资源、教育、卫生健康、住房、社会保障G等方面的部门一起开展项
目

● 在项目设计阶段和评估阶段，请相关技术专家（如气候科学家、性别和多
样性专家、农艺师、给水工程师、经济学家等）在各自领域内提出建议

8.秉持灵活
性和响应性

● 明确数据收集过程中不只关注一种致灾因子或一类气候条件。气候变化造
成世界范围内不同类型灾害的变异，因此，多灾害、多情景的方法非常重
要

● 为气候数据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同时在项目周期管理的不同阶段，所有
输出结果均应体现出数据的不确定性

● 做好根据情况修改工作方案的各项准备。由于气候变化预测的不确定性及
许多灾害无法预估，项目需要进行多重调整来应对变化的外部环境

● 主要灾害或相关灾害风险过后，评估项目进展，评估哪些项目活动起了作
用，哪些没有，哪些需要修改

9.注重不同
时间尺度

● 在项目的分析阶段，不仅考虑当前的气候条件和灾害特征，也要充分考虑
未来的气候预测和不断变化的风险特征

● 确保项目设计中包含应对当前风险和未来风险的相关活动
●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继续监测基准情景的变化，它可能影响项目的顺利开展

10.遵循无害
原则

● 将冲突敏感性分析方法纳入当地的公开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分析过程中G（更
多指南，见第5章：关键背景）

● 跟踪项目活动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确保能够避免或解决任何负面影响
● 不但分享优良的做法和成功案例，而且要分享失败的经验，以便从特定方

式、技术和方法论等方面加强学习的深度



本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理解灾害G及气

候变化G 如何影响发展和人道主义工作涉及的关键领域，并为这些领域的

行动规划提供指导。本部分内容包括：

● 解释说明

（1）关键领域的主要术语、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

（2）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有关的关键议题和领域27（粮食安全、

生计G、自然资源管理G、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系统（WASH系统）、教

育、健康和权益保障）。

● 应用指南

指在不同领域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应

用指南，包括10项基本原则的应用。

● 案例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介绍不同领域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实

践。

● 工具和资源

在关键领域开展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具体方法。

4.1　粮食安全

“当所有人不再为买不起粮食、无法获得充足、安全而健康的食品

而担忧，满足自身膳食需求并能够自主选择食物，拥有积极的心态和健

康的生活方式，这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粮食安全。”28

政府有义务确保所有人具有享有食物的权利。尽管全球粮食产量能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的重点领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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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满足人类的温饱所需，但目前的粮食流通体系无法为所有人提供足够

的营养和热量；超过10亿人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上百万人面临粮食短缺

问题29。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90亿，粮食生产和供应体系不仅面临

逐渐增加的人口压力，还将遭受着来自其他方面，包括气候变化G、灾害G

及农业补贴、投机、价格波动等问题的负面影响30，31。

粮食短缺G不仅危害贫困人群的健康，还会给其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带

来影响，随着自然资源的日渐枯竭，迫于生计压力，人们开始变卖财产、

举家搬迁、寻找工作，想方设法维持生计。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耕

地等自然资源逐渐短缺，粮食生产、流通和分配等问题日益凸现32。

建议本节内容与“生计和自然资源管理”部分结合阅读，以下为这

两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

关键问题

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气候和极端天气或气

候事件的变化将导致干旱、洪水、热浪、霜冻及其他极端事件的增多。这

些将从可用性、可获取性、稳定性和利用率四个方面威胁粮食安全33。

专栏4.1　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可用性、可获取性、稳定性和

利用率四个方面影响的范例

● 可用性：严重干旱导致作物减产或牲畜死亡；而种子和牲畜存栏量的

不足又会进一步导致作物产量或牲畜数量的减少。

● 可获取性：基础设施的损坏会阻碍食物的正常流通；畜产品价格的降

低将减少牧民用于购买粮食的资金。

● 稳定性：气候变化将导致作物减产，影响主要粮食作物的分布，引起

粮食主产区多年以来的种植制度和种植结构的调整。

● 利用率：饮用水不安全（引起慢性腹泻）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资料来源：IFRC （2006）How to conduct a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a step-

by-step guide for National Societies in Africa. Geneva，Switzerland，有修改。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受此影响，粮食短缺地区

可能遭受更加严重的威胁34。目前的粮食生产体系十分脆弱，粮食生产

所依赖的自然资源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容易发生退

化、荒漠化G和遭受干旱胁迫G的生态系统，脆弱的生态系统会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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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采取必要的预防和防护措施的能力35，尤其是雨养农业区G和农牧区

面临着高风险。灾害可能使一些地区的缺粮局势变得更为严峻。食物缺

乏、购买力丧失或食物运输受阻也有可能成为灾害的后果之一36。由于作

物大量减产、海洋生物资源减少和不安全饮水引起的腹泻疾患增加，未

来急性和慢性营养不良的人群比例也将上升。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存

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当地的自然资源对气候非常敏感，因此，当地民众

的营养状况受制于气候变化。此外，营养不良除了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影

响，还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状态和能力，这将进一步削弱他们适应灾害和

气候变化的能力。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工作中加入灾害风险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技术措

施，不但可以提升受危人群抵御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G，还可以保护

和改善当地的生态系统，同时可以提升他们降低脆弱性G的人力资源能力。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
灾因子和气
候变化的认
知

● 综合评估农业系统，从而更好地理解灾害、气候变化和变率对农业产生的
已有影响和未来影响

● 开展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特征分析，制定区域、社区和省级层面的行动方案
● 创建社区和村级的信息中心，方便人们获取信息、教育和交流材料、当地灾

害和气候特征图谱

2.增强对暴
露度、脆弱
性和能力的
认知

● 最大限度地利用灾害、气候变化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相关信息，
确定食物来源、食物运输环节（包括上下游企业的生产资料和就业）及相
关基础设施（如连接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及食品加工企业的道路）的暴
露度

● 对当地进行参与式能力和脆弱性分析（PCVAG） 以帮助受危人群更好地认
识粮食安全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之间的关系，并能理解和区分性别G在保
证粮食安全、脆弱性和能力建设中的不同作用

● 利用经济学方法论，例如，家庭经济学方法（参照工具和资源 131页）分析
价格和市场等因素（如季节性、汇款、主要的食品价格和冲突）对受危人
群的粮食安全和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灾害和气候变化之间
的作用机制

● 通过开展教育和培训，让受危人群理解女性在粮食生产系统中的关键作用37

3.明确权利
与责任

● 开展宣传活动，争取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方的支持G，吸引主要国际捐助
者或资助者，使他们在保证粮食安全工作中增强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意
识，加大对保障粮食安全的气候智慧型农业的投资和管理G

● 利用大众媒体、传统的信息发布渠道或直接的能力建设指导等方式，让普
通的家庭成员理解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管理对保证粮食安全工作的影响，
向普通民众提供自然资源管理责任制的相关信息

● 通过公共宣传和立法的形式，鼓励公民社会G及社区工作组织维护女性和弱
势群体的权利，使他们享有使用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水资源）的权利，以
维持生计，能更好地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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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受危
人群的参与
和行动

● 建立应急广播机制（如无线电广播和短信），保持灾后的信息通畅，及时
发布灾区天气和灾情信息

● 鼓励建设不同层次的市场供求信息体系（价格、质量标准、产品），有助
于粮食供求双方判断未来市场的规模和价格，调整种植策略

● 保证高风险种粮农民（特别是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权益，维护他们的土地
使用权和用水权，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市场、信贷和农业保险的信息，提高
农民的劳动生产力38

● 以社区（村）为单位，向农民提供可持续的农业G措施、 退化土地恢复和农
业生物多样性G的培训和非学历教育

● 在高风险的社区建立粮食和健康小组，对农村家庭进行培训，以保证营养
和备灾措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

5.促进系统
性的参与和
改变

● 建议依据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分析结果，制定食品安全、健康、农业和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相关政策

● 鼓励投资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G体系，该体系可以应对日益严峻（包括气候
压力G导致的结果）的粮食短缺问题或粮食危机，并可大规模推广；鼓励条
件成熟地区，先行试点，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发放食品券等现金转移支付
方式和其他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措施

● 长期缺粮地区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与那些致力于改善粮食安全、生计、健
康和公共卫生的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和协调，制定增强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
力的长远战略

6.促进多层
级的协同配
合

● 将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G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并在灾区推广实
施，帮助受灾人群渡过难关

● 引入粮食安全综合分级（IPC）体系（见工具和资源第129页），推进粮食
安全的多级监测和应急规划G

● 参见第5.4节缓发性灾害

7.借鉴并建
立多渠道知
识体系

● 鼓励开发气象信息公开查询系统，使农民能获取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天气或
气候信息，包括逐日（天气）、月（气候预测）直到未来几十年（气候变
化情景）的信息

● 搭建从地方到国家不同层面的交流平台，增进农民、粮食安全问题专家及
灾害和气候变化研究专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使他
们共同应对粮食安全领域面临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

● 试点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开发公司及科研机构三方合作的项目，鼓励他们
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 帮助高风险地区的农民辨别哪些传统的农技措施可以用于保障粮食安全，
如种子和粮食存储银行、节约及储蓄计划、迁移和季节性劳动，并评估这
些传统技术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或提出技术改进的建议以更好地应对气
候变化

8.秉持灵活
性和响应性

● 在灾害或气候压力下，粮食短缺问题日益加剧，需要加强与各级政府的合
作，尽快建立应急的粮食和资金储备体系

● 鼓励各级政府利用粮食安全评级结果，推动粮食安全评级工作

9.注重不同
时间尺度

● 在监测系统中引入粮食短缺的预警指标，并制定应急预案，例如，储备应
急物资和及时划拨应急资金等预案

● 支持农户和社区采取各种备灾措施，如贮存食物和饲料、动物防疫、建立
救灾储备金及开展小额信贷业务

● 鼓励开展针对不同时间段、不同气候变化情景的粮食安全方面的研究，建
立和推进针对不同灾害和气候风险的应对方案及措施

● 评估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战略在当前和未来气候情景下的适用性；建议根
据气候变化预测结果，调整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及战略

● 协助受灾人群了解并获得小额贷款和担保

1 0 . 遵 循 无
害原则

● 分析紧急情况下的食品和物资援助对当地农民及未来市场价格的影响
● 对缺粮人群来说，以劳代薪和现金转移支付不仅是一种保障措施，而且可

以维护当地种粮农民和粮食经营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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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2　粮食安全措施 
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实现人人享有充足粮食的目标，需要协调

预防、宣传、保障和变革等方面，因此，粮食安全措施是一项综合性的措施。

1. 建立粮食短缺地区的预防体系。建立包括信贷和银行等金融、保险系

统参与的社会经济安全网络体系，建立类似保护农业多样性和干旱周期管理等

的风险管理措施。

2. 构建非强制性的措施体系，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能力建设，降低

粮食短缺地区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并鼓励收

入来源的多样化；及时订正气候预测信息；建立气象、土地利用、农作物和牲

畜等相关行业的数据库；完善银行、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

3. 当预防与非强制性措施失效时，需要启动备用的保障性策略作为补救

措施。例如，劳动换取食物或劳动获取酬劳等措施。

4. 寻求解决社会歧视和社会矛盾的变革性措施。例如，保障妇女权益，

保证女性在农村合作组织及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储蓄计划向女性倾斜。

变革性措施可以巩固以上三类措施的效果。

资料来源：Devereux，S. and Sabates-Wheeler，R. （2004） Transformative 

Social Protection. IDS Working Paper 232.（本书更改了各种措施的排列顺序，

以重点突出需要关注的预防措施和倡导措施，以及这两项措施失效时的保障措

施。）

案例分析：脆弱河滨社区的替代生计39

项目实施地：加纳

项目实施方：世界宣明会

发源于加纳东北部的白沃尔特河流经该国泰勒纳斯·纳波丹姆地区

的三个社区印都瑞·波注鲁谷和三腾，这些地区不断遭受着干旱和洪水

的侵袭，野火和疾病也时有发生。在这些沿岸社区，人们通过在河岸种

植作物来维持生计，这些河滩地是该区域唯一可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

其余都是岩石地和不毛之地。

2009年，暴雨将布科纳法所区的一个水力发电大坝冲毁，导致加纳

北部出现严重的洪涝灾害，造成作物和公民家庭财产损失及人员伤亡。

蔓延河岸25千米的洪水严重打击了这三个社区的第一产业。农田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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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当地主要农作物——玉米也几近绝收。

气候变化也正在影响着加纳，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淹没了沿海

城市，沃尔特河三角洲附近的水位出现了下降，而沃尔特河三角洲提供

了加纳近80％的电力供应40。预计未来气候变化对加纳的显著影响仍将继

续。虽然温度和降水存在年际波动，但温度变化趋势表明，2010—2050

年，整个加纳都将变暖。

世界宣明会实施的“区域社区恢复力项目”提升了长期受灾地区的

风险管理能力，使农村家庭和社区的收入渠道多样化，提高了作物产

量，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避免当地农民的生存受到气候变化

的不利影响或冲击G。

作为世界宣明会灾害风险管理和能力建设项目的组成部分，提升恢复

力项目让加纳的农民意识到，可以利用土壤残留的水分种植作物，降低洪

水造成的损失。在洪水消退之后，他们挑选早熟作物种植在曾经被洪水淹

没的土壤中，如西瓜、黄甜瓜和豆类，收获后可以留作口粮也可以出售弥

补家用。在长期发展目标下，该项目具备了灵活性和响应性，所以这种综

合性项目能够产生多重效益：①通过出售农产品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劳动

生产力；②使农民获得谋生的新知识和新技能；③调整种植方案，减小气

象灾害对当地农田的破坏，增强当地农业的恢复力；④通过丰富食物的种

类，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改善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

经验和教训：①能力建设的具体措施应该因地制宜，鼓励农户和社

区进行技术创新，确保充分利用当地的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获取足够

的食物，并保证充足的粮食储备，在满足日常开销的同时，增加人们的

收入，能力建设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当地的气候变化；②在选择谋生策略

时，应当考虑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情景，包括气候变化、全球化、移民和

环境恶化等影响。备灾能力和适应能力是决定有效应对生存环境长期动

态变化的关键因素。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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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计

生计G涵盖谋生和提高生活品质所需要的能力（包括技能、技术和组

织）及工作实践41。

评价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不仅要考虑就业状况和收入来源等个人因

素，还要考虑家庭因素，要用物质指标和精神需求指标，来衡量当地居

民的食物、健康、收入和住房情况等有形的物质条件及其对生活质量的

满意度（如舒适度、安全性、受尊重感和成就感）42。

有些农村女性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日子，他们收获的粮食大

多自己食用，偶尔有部分余粮可以拿到集市上贩卖或时而外出打工获得

微薄收入，但这类人群面对灾害时的暴露度最高，而且越来越多地暴露

在自然灾害G与气候变化的风险G之下，气候变化很可能加剧全球化、性

别G、移民及其他领域的不平等。

阅读这部分内容时，应当与 “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管理”部分

相结合，因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专栏4.3　生计活动（谋生手段）的范例

● 用于家庭消费或出售的农产品（粮食作物、蔬菜、畜禽、鱼类）。

● 非农业生产（剪裁、陶器、食品加工等）。

● 促进就业（在本地就业或转移到其他地区就业）。

● 采伐森林产品（作为薪柴、食物或者非木材森林产品等）。

资料来源：Pasteur K.2011.From Vulnerability to Resilienc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action to build community resilience，Rugby，UK：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4.2.1　关键问题 

当受危人群的应对能力G较弱时，他们面临的许多生计困难可能会演

变或升级为灾害G，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例如，干旱和洪涝、较差的

基础设施、冲突G、地震、虫灾、市场失灵及食品价格上涨。有些事件不

能定义为灾害，但这些事件带来的轻微冲击G也能给受危人群带来巨大打

击，因此，在这种事件频繁发生时，他们得到了人道主义援助。一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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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与气候变化（如降雨量的变化）产生的负面影响相结合，将给当地带

来更大的冲击，而且难以恢复，甚至一直处在遭遇冲击和不断恢复的恶性

循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复循环会削弱当地的恢复力G。

生计困难和气候变化效应G可能会导致以下后果：

（1）收入来源突然中断。

（2）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农村生计及依赖于农业产业链的城市生计的

可持续性受到破坏。

（3）已经枯竭的自然资源的压力增大。

（4）生计困难出现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同时会加重气候变化的影

响。

专栏4.4　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范例 
● 即使小幅的升温也能引起干旱和热带地区主要粮食产量的下降。

● 亚热带地区降雨量将减少（特别是影响中美洲和亚热带非洲的旱作农

业），以及其他地区积雪和冰川的融化也将引起水资源供应量的减少，而农业

上的灌溉需水量却在增加。

● 温度升高和水分胁迫降低了动物生殖细胞的质量和存活率，影响物种

的繁殖。

● 海洋变暖和海水酸化导致部分鱼类灭绝。

● 农业主产区的极端降水事件增加。

● 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到附近农田。

资料来源：Pettengell C.2010.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Enabling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to adapt . Oxford，UK：Oxfam International.

雨养农业G地区尤其脆弱，因为依靠自然降水的农业生产对自然气

候的依赖性较强，对自然条件变化的敏感度也较高。虽然当地人世代繁

衍，在应对气候变率G和复发性灾害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他

们的传统 “应对”策略无法应付日益加剧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这些

风险可能渗透到其他领域，因此，当地农民需要及时更新他们的知识，

积累新的实践经验以应对新的挑战43。

农业生产力的下降也会将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传导到城市里

依靠农产品生存的各行各业，影响城市人的生存。农业人口进城务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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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必然会推进城市化进程，但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超出了城市的

吸纳能力，从而增加了失业人员的数量。城市生活也会受到灾害和气候

变化的直接影响，例如，建筑和基础设施（作为商品运输所必需的道路

和桥梁）遭到破坏、经济流动性变差、金融服务中断。

可持续的生计方法（SLA）是一种公认的用于提升生存理念和鼓励

人们提高和增强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能力和恢复力的方法44。它基于

影响人类生存的主要因素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用于规划新的谋生策

略，评估现有生存方式对维持可持续生计的贡献。

图4.1　可持续生计方法（SLA）

资料来源：IFAD.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online］  
http：//www.ifad.org/sla/index.htm

可持续的生计方法将人类置于相互关联的影响因子之中，使人类成

为这个网络体系的中心，这些影响因子决定个体如何为自己和家庭选择

谋生手段。人们可选择使用包括自然资源、社会生产技术、自身具备的

技能、知识和能力、健康状况、文化水平、信贷来源及社会资源等维持

生计。人类对生存资本的获取，构成了生存能力，而且这些生存资本的

获取程度深受他们的脆弱性G背景的影响，因此，在评估人类获取生活资

本的能力时，需要考虑社会发展趋势（如经济、政治和技术）、突发事

件的冲击（如流行病、自然灾害和内乱）和季节性影响因素（如价格、

生产和就业机会）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人类获取生活资本的能力还受

其所处的社会、体制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以上各因素综合决定了人们具

备的生存能力及实现生存目标的谋生方式，从而构成了人类的生计策

略。关于可持续的生计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工具和资源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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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生计领域的应用指南

1 . 增 强 对 致 灾 因
子和气候变化的
认知

● 分析致灾因子和气候变化对研究区和目标人群的生计环境（包括生产
或制造领域、商业中心、供应和分销链及市场）所产生的影响

2 . 增 强 对 暴 露
度、脆弱性和生
存能力的认知

● 评估目标人群的生存能力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度
● 针对目标人群中不同行业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参与式的能力

和脆弱性分析，了解他们（包括生计策略涉及的所有人）不同生存资
本的脆弱性，例如，未接种疫苗的牲畜、未受保护的水源、工人居住
的简陋住房等

● 明确目标人群的现有生存能力（包括知识、技能、组织和网络和固定
资产），以及如何提升现有生存能力的恢复力

3 . 明 确 权 利 与 责
任

● 支持受危人群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中有关保障人们生存权的内容，以
及相关的执法机构

● 保证受危人群公平享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并使
他们认识到寓所安全是人类健康的关键因素，也是生计策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生产、设备储存、库存及贸易战略）

● 鼓励制定工作环境和场地的安全生产标准，并保证严格遵守这些安全
生产标准

● 让工作人员了解不同性别人群和弱势人群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并确保
所有的行动和干预措施能够兼顾公平，推进社会公平进程

4. 提高受危人群
的参与度和行动
力

● 针对不同人群开展宣传活动或印发宣传材料，发挥基层组织（如农村
合作社、行业协会和工会）的保障作用，提高他们对灾害和气候变化
风险及其对生计影响的认知

● 建立应急广播机制（如无线电广播和短信），及时发布灾区天气和灾
情信息

● 鼓励建设不同层次的市场供求信息体系（价格、质量标准、产品），保
障供求双方的知情权，判断未来市场规模和价格；需要注意的是，要通
过建立协商和监督机制保证该体系能满足不同性别人群的信息需求

● 运用参与式方法，鼓励不同性别的劳动者了解传统工艺，以及新工
艺、新技术所面临的风险，并鼓励他们参与灾害风险与气候变化对工
艺或技术的影响和收益评估，这将有助于降低灾害风险G，增强劳动
者的恢复力以适应不同程度的气候变化

5 . 促 进 系 统 性 的
参与和改变

● 建议以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析为基础，制定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鼓励增大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投资，扶持可提升恢复力的产业

● 动员所有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相关的政府部门（如农业部门、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及交通运输部门）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国
家级项目及论坛

● 提倡私营企业参与到地方、区域及国家层面的风险评估和应急规划G

过程中，并通过工作场地的改造、地方减灾工作的开展和职工住房贷
款政策的调整等措施，激励私营经济为提升劳动者灾害和气候变化恢
复力作出贡献

6 . 促 进 多 层 级 的
协同配合

● 建议各级政府和基层组织共同参与国家政策法规的讨论和修订
● 总结和吸取地方生计恢复力项目的工作方法和经验教训，推广成功的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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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借 鉴 并 建 立 多
渠道知识体系

● 鼓励当地所有面临生计压力的人们，不分性别、长幼，分享他们对于
气候变化和灾害的感知、认识和经验，使这一群体了解当地的气候变
化趋势

● 鼓励当地所有面临生计压力的老年人传授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复发危
害的传统生存策略，建议社区等基层组织重新评估这些策略，使它们
在未来气候情景下发挥作用

● 促进科研机构与受灾的社区合作，开发并改进农业、林业、渔业及其
他涉农领域的技术措施，以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对试点项目进行备
案，并对成功的项目适时推广

8 . 秉 持 灵 活 性 和
响应性

● 向不同性别的受灾人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将收入来源多样化作为
风险管理的一种手段

● 鼓励通过银行和保险等部门的金融服务来减缓灾害和气候变化对生计
的冲击；为潜在用户提供培训，确保他们了解相关的金融服务项目

● 为受灾人群提供优惠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新的创业方式，鼓励受灾
人群掌握多种生活技能

9 . 注 重 不 同 时 间
尺度

● 保护受灾人群，使他们与生计相关的资产免受危害，例如，在洪涝灾
害发生期间为动物提供庇护场所和饲料或为小企业提供灾害保险

● 与受灾人群合作，通过构建不同的情景，评估现有生存方式的可持续
性。向受灾人群提供其他方面（如全球化、移民、环境恶化和商品价
格波动）的用户友好型信息，培养不同性别人群预测和应对生存环境
长期动态变化的能力

● 采用参与式方法，为不同行业人员甄选合适的早期预警方案，并将早
期预警方案纳入生计项目和规划

● 在灾难和气候变化高风险地区，将应急资金纳入生计项目和规划，便
于及时发布响应预警和采取干预行动

10.遵循无害原则

● 发生缓发性和突发性灾害时，考虑采用现金支付的援助方式，防止人
们变卖基本生活资料或采取其他消极方式应对灾害

● 灾后开展快速目标分析（EMMA）G或市场信息和粮食短缺响应分析
（MIFIRA），审视粮食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 评价生计干预措施对不同性别人群和青少年的影响，保证干预措施不
给特定人群带来额外的压力，避免生计干预措施存在设计缺陷，造成
利益失衡，导致某一群体承受过重的负担

案例分析：利用本土知识降低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45

项目实施地：玻利维亚

项目实施方：英国乐施会 

在玻利维亚的亚马逊贝尼地区，当地人们的生存主要依赖于雨养农

业生产，降水分布导致旱涝频发，加上土壤贫瘠，严重制约着当地的农

业生产。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在当地非常普遍，但是新垦土地只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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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的农业生产，人们只能年复一年地毁灭新的雨林地。由于破坏性

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的过度使用，造成雨季的地表径流不断冲蚀着当

地的土壤，将养分带入亚马逊河，只留下难以耕种的沙土。

20 0 7年，乐施会联合肯尼斯·李基金会	 （K e n n e t h 	 L e e	

Foundation）启用并改进了一个古老的农业系统——人造地面平台“驼

峰地”，在季节性洪水和干旱发生时，改进农业生产条件，降低灾害损

失。项目引入现代农业水文理论，将当地居民的传统生产经验与乐施会

的技术支持相结合，社区和市政部门合作建造了一系列高低起伏的“驼

峰地”，高0.5～2米，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该平台周围是环形水稻

田，避免雨季降水淹没作物，洼地里不仅可以养鱼和其他水生植物，还

能起到蓄水作用，将储存的水用于旱季灌溉，水生生物产生的有机物还

可以作为肥料供给平台上的农作物。“驼峰地”的设计继承了当地古老

的农业生产技术，有利于培肥土壤，建立了高效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实

现了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相结合的循环农业。

图4.2　土地利用和“驼峰地”

2008年，贝尼地区的特立尼达市遭遇了玻利维亚近50年来最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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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受灾人口达到118000人。虽然贝尼地区75％的面积被淹没，但

“驼峰地”幸免于难。尽管防汛形势严峻，人们仍能够通过农业生产满

足自身生存并获得一定收入，因为肥沃的土壤提高了作物产量，改善了

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同时，在市场出售多余的农产品能够增加收入，

这种农业种植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降低了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

虽然尚不能确定这种古老的农业生产技术被弃用的具体原因，但更

多的农民正在恢复这个生产模式，从而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旱涝解决方

案。以上的案例分析清楚地表明借鉴并建立多样化的知识来源渠道（古

老的本土知识结合现代科学的专业知识）可以作为降低灾害风险的有效

方案。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 第131页。

4.3　自然资源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NRM）G是通过对森林和牧场、农林业、畜牧业和水

资源的管理，采取动物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和保护沿海生态环境所做的

一系列措施，以保护和改善土壤、水质、空气、矿产、森林、渔业和动

植物等自然资源。认识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了解自然资源保护

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是保证妇女及儿童生存权益的关键。

鉴于各章节的内在联系，阅读本章节时应紧密结合“粮食安全和生

计”章节。

专栏4.5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①

2005年，联合国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项目正式提出生态系统

服务G的概念及定义，并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归纳为四大类：供给功能，如

提供粮食和饮用水；调节功能，如调节气候和控制疾病；支持功能，如维持生

存环境中的养分循环和作物授粉；文化功能，如满足人类精神需求和提供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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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场所。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体现在：净化污水、调节河流流量和地下水

水位、防病控虫害、帮助植物授粉和维持土壤肥力及保证人类健康等方面。

目前，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知还不充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经济市

场、政府决策和土地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生态系统及

其所提供的服务功能都在退化②。

资料来源：①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 being：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 Available at：http：//www.

maweb.org/documents/document.48.aspx.pdf.

②Ecosystem Services Project.‘What are ecosystem services’. ［online］

Available at：http：//www.ecosystemservicesproject.org/html/overview/index.htm.

关键问题 

保护、维持和改善自然资源状态对世界生态系统意义重大，可持续

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对发挥生态系统为不同性别的人群和儿童提供发展

所需的服务功能也至关重要。只有健康的地球才能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

需求（如水、食物和住所），并帮助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由于人类盲

目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考虑粮食安全，但通常

会忽略对环境的保护，自然环境退化或惨遭破坏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

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尼西亚原始森林的砍伐G，取而代之的是种植商业油

棕榈，此举为跨国公司赚取了巨额财富，但长久以来依赖森林资源生存

的原住居民却被迫搬迁，猩猩的自然栖息地也遭到了破坏。单一种植制

度造成土壤和土地环境的恶化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由于气候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日益突出（专栏4.6），当下保

护、恢复和改善全球的自然环境迫在眉睫。灾害G和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关

系复杂，灾害与环境恶化相互作用，影响逐渐加剧。良好的自然资源管

理不仅能帮助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还会减缓气候灾害带来的严重影

响，同时可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

许多案例都表明，合理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能够降低气候灾害的

风险，兼顾友好的环境和生态效益。在越南，种植和保护12000公顷

红树林的成本约为100万美元，但减少了每年约730万美元的海堤维护

成本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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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6　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气候变化和灾害之间的关系

脆弱的自然资源管理 
● 树木砍伐引起水土流失

● 森林砍伐和农田土壤侵蚀造成的河道淤积引发洪水

● 降雨增加和土壤侵蚀引起农田退化 
● 工业用水量的增加引发农业干旱

● 持久性土壤退化引起农业干旱，降低土壤的保水力和持水量

● 种植种类单一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 社会发展（如城市空气和水污染）给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

灾害及其影响

● 强风或强降水毁坏庄稼，冲蚀表层土壤

● 洪水和土壤的过度饱和造成植被损失

● 森林大火夺走野生动物的生命，毁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 大量设置临时定居点（如难民营等）使自然资源（森林、水）退化

气候变化的影响

● 温度升高破坏珊瑚礁及鱼类的栖息地和繁殖场所

● 海平面上升导致海水入侵，污染淡水水源

● 温度升高、生境破坏和海温升高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包括大规模的

物种灭绝

● 温度升高和年降雨量减少加速了森林和草原的荒漠化进程

● 海平面上升淹没沿岸城市和农田

自然环境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经济增长和人

口过多等压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土地和土壤：肥沃的土壤是生态环境自然演变的结果，健康的生态

系统可以维持较好的森林质量、植被覆盖、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G。过

去40年，风蚀和水蚀导致世界上30%的耕地退化。约60％受侵蚀的土壤

流入河流、小溪和湖泊，堵塞水道，容易引发洪水或导致河流受到化肥

和农药污染47。人类的粮食生产依赖于耕地，因此，可持续的土地资源管

理至关重要48。

森林：草原、湿地和森林直接为数十亿贫困妇女和儿童提供物质资

源，包括木材、薪柴、纤维、药品和食品。受砍伐、大型水坝修建、采

矿和工业发展的影响，森林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并继续以极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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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退化，人类毁林的速度达到每年1300万公顷49。

水：由于过度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成了世界上最紧缺的自然资源之

一。到2030年，全球47％的人口将生活在缺水地区；到2050年，全球水

资源缺口将达到50％50。气候变化已经加剧了水资源的变化（如更多的洪

水和干旱），这一情况将随着温度的升高继续恶化。

渔业：受到过度捕捞及近海、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和生境51退化的影

响，世界上约75％的海洋鱼类已被过度开发和利用52。在人类破坏或自然

干扰 （如不利的气候条件、污染和疾病暴发）下，过度开发严重影响了

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渔业的恢复能力也受到严重损害53，海水温度的上升

将进一步加剧海水酸化，因此，渔业资源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不易觉察的过程。

一些科学家估计，栖息地的破坏导致地球上每天约有一百个物种灭绝，

同时有超过1/4的物种在未来40年内面临消失的可能54。保护生物多样性

（如自然土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非

常重要，因为它不仅在全球碳循环和适应气候变化中起到关键作用，并且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服务。

专栏4.7　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范例 
● 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对江河流域、土壤含水层、冲积平原及其附近

生长的植被进行监测和管理，以起到含蓄水源、调节洪水的作用。

● 恢复和改善沿海生境：红树林可以有效抵抗风暴潮、海水入侵和沿岸

侵蚀。

● 管理草地和牧场：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牧草生长，提高牧区对干旱和

洪水的恢复力，恢复牧区的生产力，促进草地和牧区的可持续发展。

● 建立多样化的农业生态系统：维持当地原有作物和牲畜的生物多样性

及保持农业景观的多样化，可以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有助于当地在气

候变化条件下保证粮食安全。

● 灌木林地和森林的战略管理：控制森林火灾的发生频率和过火面积。

● 建立有效的保护区管理体系：确保保护区能继续发挥生态系统的服务

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恢复力。

● 保护和恢复林地：减少水土流失，便于林地发挥调蓄功能。

● 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为农作物和牲畜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特定的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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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管理的自然资源再生利用方法：选择性地保留和修剪本地乔木和

灌木树枝，以增加作物产量、饲料产量及退化旱地的薪柴数量（此方法在西非

国家尤其成功）。

● 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制度：在官方授权下，制定规范的基于社区的森

林管理计划，促进非速生林的可持续生产力。森林管理为当地提供了赖以生存

的自然资源，保护了森林冠层的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利于森林生态系统发挥

调节小气候的功能，同时增加碳捕获量。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指南

1 . 增 强 对 致 灾
因 子 和 气 候 变
化的认知

● 明确项目区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对项目区周边
更广泛区域的影响；更广泛区域即指研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要考虑
河流、森林、地下水和海洋鱼类等自然资源跨越边界的特点

● 与受危人群合作，使他们认识到在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过程中加强
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性；采用保护、保存和改善生态系统的方法，结合
当地情况，帮助他们识别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保存的需求

2 . 增 强 对 暴 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力的认知

● 建议政府根据灾害与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预测结果，绘制不同空
间和时间尺度的风险分布图，以反映当地生态系统已存在的和潜在的暴
露度G；支持社区人群掌握更详细的风险分布图

● 结合科学研究成果，采用参与式的方法，使受危人群了解自然资源的气
候变化敏感性

● 利用历史灾情资料，根据受危人群的文化水平，向他们讲解灾害与自然
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火山喷发对土壤和水的影响。但需要注意的
是，一些自然资源（如河流）可能既是致灾因子，又是受灾体

● 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帮助受危人群理解当代的和传统的自然资源利用方
式如何影响自然资源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应用同样的
方法，帮助受危人群鉴别出具有保护自然资源作用的传统措施、知识和
技能

3 . 明 确 权 利 与
责任

● 使受危人群认识到他们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和获得食物的权利；
用简单的案例说明，这些权利如何受到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保
护自然资源对于减少这些风险的重要性

● 在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中考虑女性、青少年和儿童的利益，强调社
区所有成员的环境管家角色

● 建议政府和私营企业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开发项目（如采矿工程、取水和
土地利用的变化G）进行公开透明的信息公示，并与受自然资源开采影
响的当地居民充分协商

4. 提高受危人
群 的 参 与 度 和
行动力

● 对于利用自然资源或可能对重要资源产生影响的项目，向受影响的人群
提供法律援助，公布技术信息，以便他们了解项目实施对当地应对灾害
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暴露度的影响

● 加大对受危人群的物力投入，向他们提供培训，帮助他们保护、维护、
恢复和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如红树林、水池、脆弱的土壤系统、河
岸），建立一个具有恢复力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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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促 进 系 统 性
的参与和改变

● 建议在制定自然资源管理的相关政策时，考虑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风险分
析结论并将其纳入应对策略，反之亦然；同样，建议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反之亦然

● 使自然资源管理、气候变化和灾害管理所涉及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各个政
府部门参与到风险评估、国家级项目和论坛中，通过经验分享，加强各
级政府和各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

● 私营企业在开发自然资源之前，应举行听证会，建立受影响人群对其进
行问责的机制，建议把上述措施写入法律条文

● 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包括地方政府、环保部门、非政府
组织、民政和减灾部门）合作，分享经验，设计符合各方利益的干预措
施。采取权力分析方法，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利益需
求，特别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项目或在开发利用中对自然资源及原住民
造成影响的重点发展项目或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6 . 促 进 多 层 级
的协同配合

● 鼓励地方政府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代表群众利益，表达群众诉
求，对当地自然环境进行监测，并参与解决当地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

● 建议地方政府和社区开展联合规划、监测和能力建设，形成多部门多层
级的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系

7 . 借 鉴 并 建 立
多 渠 道 知 识 体
系

● 利用参与式和文化敏感的方法，鼓励原住民，尤其是老一代人，讲述自
然资源变化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适应过程

● 借鉴外部技术和外界力量对当地特殊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
可能的提升恢复力方案

● 有必要向当地社区和基层组织介绍那些行之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法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措施，鼓励创新，记录实施相关措施产生的效果

● 与其他机构合作。自然资源管理问题涉及很多部门（如水流域管理），
所以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合作，分享成功的经验。自然资源管
理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当地的政府部门、环保部门、民政和减灾部门
和行业专家等，在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提升恢复
力方案，并能使之充分发挥作用

8 . 秉 持 灵 活 性
和响应性

● 建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监测系统以跟踪自然
资源的变化

● 将自然资源管理与灾害预警系统连接起来，并将得到的相关信息传递给
各利益相关方

9 . 注 重 不 同 时
间尺度

● 将自然资源同时视为灾害和资产，纳入应急管理预案
● 支持正在实施的自然资源管理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升灾害和气候变

化恢复力；寻找引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合适契机和方式，为试点和创新项
目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信息，实现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目标

10.遵循无害原
则

● 对环境有潜在负面影响的项目，要在项目实施前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也可以对正在开展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 考虑灾后重建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灾后新建G”意味着要避免对人类
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再次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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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胡波地区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再生项目55

项目实施地：埃塞俄比亚

项目实施方：世界宣明会

在高海拔的埃塞俄比亚胡波地区，当地的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严重

退化，土壤侵蚀也十分严重，经常遭遇持续性干旱，而且交通不便，山路

崎岖。为了解决贫困、饥饿和不断增长的农业用地需求等问题，当地居民

对森林资源进行了过度开采，而这些毁林行为已经威胁到当地的地下水安

全，导致地下水水位和储量降低。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该地区对自然灾害

的脆弱性和贫困状况56。当地气候变化的特点之一是降水强度的加强，而

强降水将会引发水土流失，同时增加持续干旱的风险，而当地居民的生计

严重依赖于农业，频发的干旱和洪涝将影响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和财富积

累，使百姓陷入贫困，并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失去信心。

2005年，世界宣明会开始采用移栽外来活树体的方法开展自然资源的再

生项目，这种方法可以促进项目区的持续发展，与清洁发展机制（CDM）等

新的资金支持方式一样，同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制

定的清洁发展机制允许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将森林固碳量或吸收量进行交

易，把森林固碳量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并以此获得等额的碳信用。

经过两年的努力，世界宣明会与胡波地区的各级机构（联邦、区

域、地区和区级政府机构，后来都成为项目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不断

沟通，设计项目的执行方案，最终形成了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再生项

目方案，该项目成为埃塞俄比亚首个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LULUCF）的清洁发展机制碳交易项目。由于注重保护森林和生计之间的

联系，该项目通过植被恢复实现了减缓气候变化和减少贫困的双重效益。

该项目采用了世界宣明会开发的农民管理的自然资源再生利用

（FMNR）G方法，旨在提高社区的恢复力，恢复和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体现了“无害”原则。该项目利用外来活树体代替传统种植苗木的方

法，与传统方法相比，效益更高。作为该方法的补充，育苗圃每年培育

超过45万株的苗木，以恢复无树木残留的次生森林裸地。为丰富森林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该项目选择了多个本地树种，共恢复森林2728公

顷，森林作为一个“碳汇”既减缓了气候变化，又提高了环境、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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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未来气候变化的恢复力。在农民管理的自然资源再生利用方法的

实施过程中，工作人员向原住居民普及了森林所有权和管理权及更复杂

的可持续生产系统的相关知识，促进了当地的适应能力建设。

参与项目的原住居民以村为单位形成了7个小组，负责再生森林的管

理和保护，由世界宣明会的工作人员负责向小组成员提供技术和能力G建

设培训。项目工作人员在培训碳交易等方面的知识上也做了很多尝试，

用图表配以媒体播放等方式生动解释了碳汇的含义，帮助原住居民了解

固碳和碳汇的基本概念，并解答他们的疑问。

在坚持促进系统性的参与和改变，遵循“无害”原则的基础上，这

个项目必将取得减少贫困和提高自然资源管理系统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

长期效益。项目进行一年后，当地森林植被迅速更新。四年后，以前因

用作木材、薪柴和饲料而遭砍伐出现退化的2728公顷森林通过可持续管

理得到有效恢复。预计未来30年，这些森林将固定大气中超过87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碳，这不仅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并为当地农村合作组织提

供了新的收入来源。

社区主导的森林恢复可持续管理给当地带来诸多好处：①森林植被

的恢复增加了木材的供应量，可以提高林产品的品种和产量，包括蜂

蜜、药品、纤维制品、水果和野生动物，提高了居民的收入；②新的土

地管理方法促进了饲草的生长，为牲畜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同时草料切

割和销售也成了新的收入来源；③造林和再造林减少了土地退化和土壤

侵蚀。

＊工具和资源＊

更多的信息和链接，请参见工具和资源第134页。

4.4　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系统（WASH系统）

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系统（以下简称WASH系统），是生命和健

康的基础，但发展中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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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人口仍然缺乏安全的卫生设施57。

受到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对提

高“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的质量和覆盖范围的呼声日渐高涨，另

一方面，环境恶化和高耗水行业及技术的发展对有限的水资源的争夺

更加激烈。

除了扩大“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的覆盖范围，从而保护妇女和

儿童在内的每一个人，享有安全用水和良好公共卫生环境的权益，还需

要提高所有“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的服务能力和硬件条件对灾害和

气候变化的恢复力，从而使该系统的服务功能具有可持续性。

关键问题

在WASH系统容易受到灾害威胁的地区，生活在其中的百姓就面临

着较高的灾害风险。例如，地震和山体滑坡可能会损坏水井和管道输水

系统；洪水和火山喷发可能会污染水源；干旱可能导致水井暂时或永久

性干涸，并阻碍污水管网充分发挥作用。由于WASH系统严重依赖水资

源，任何形式的灾害都会削弱该体系的服务能力，影响正常的卫生服务

和设备的运行。

气候变化预测结果表明，全球水循环将发生显著变化，由于气候影

响研究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对未来自然界水资源供应量的研究结论也具

有不确定性，这使得那些针对特殊需求而设计的饮用水设备和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更容易遭到破坏58。

据估计，气候变化引起的缺水现状还将引发不同类型的用户（例如

牧民、农民以及和水相关的产业）对水资源的争夺并因此产生矛盾和冲

突，进而导致人口迁移、冲突和流离失所（有关冲突发生的具体条件和

从业人员指导请参见第5.1节冲突情景）。

具有恢复力的WASH系统能够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局的稳定。地下水库可以在干旱期

为牲畜和人类提供饮用水及生活用水，而飓风季节来临前清理城市排水

系统可以防止雨水积聚，降低积水和经水传播疾病的风险。基于未来灾

害和气候变化设计的WASH系统更有利于应对极端事件和全球变暖，从

而促进公众采取其他形式的适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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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WASH系统领域的应用指南

1 . 增 强 对 致 灾
因子和气候变
化的认知

● 在项目区及更广泛的区域内，预测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供给量的影响
● 利用气候变化对水文气象危害影响的最新研究结果，分析项目区的灾害

特征

2 . 增 强 对 暴 露
度、脆弱性和
能力的认知

● 评估项目区现有WASH系统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度，了解气候变化
对当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影响

● 评估受危人群对饮用水和公共卫生设施的获取程度，分析两者对公众健
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公众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 在受危人群中开展以公共卫生服务为重点的认知、态度和行为（KAP）
调查G，确定影响当地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气候变化脆弱性和恢复力的
主要因素

3 . 明 确 权 利 与
责任

● 与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政府部门（水利、卫生、环境及其他部门）及其
他利益相关者（如与政府签约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企业）分享评估、调
查的结果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 提高受危人群履行公共卫生相关权利的认识，了解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受
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

4 . 提 高 受 危 人
群的参与度和
行动力

● 发挥当地医务人员和项目区的群众代表的作用，以便在当地常见灾害发
生的灾前、灾中和灾后及时采取措施或传播应对措施

● 鼓励受危人群成立WASH服务委员会，并教会他们监督和管理当地的
WASH系统，与相关的供应商进行谈判

5 . 促 进 系 统 性
的参与和改变

● 鼓励WASH系统的利益相关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灾害风
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国家级项目及论坛

6 . 促 进 多 层 级
的协同配合

● 了解与WASH、气候和灾害风险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鼓励受
危人群推进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

● 建议流域上下游地区的政府相互协商，合理调配流域内上下游地区的取
水比例，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7 . 借 鉴 并 建 立
多渠道知识体
系

● 在设计干预措施之前，先要了解项目区地下水和地表水源地及气候变化
对水源地的潜在影响

● 评估项目区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卫生习惯的可持续性，并适时推广
和继承那些促进WASH系统发挥作用的传统做法，如干旱地区的集水和
储水方法

● 搜集其他地区能够提升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恢复力的方法，并在项
目区的WASH系统建设中借鉴

8 . 秉 持 灵 活 性
和响应性

● 设计和调整项目区的WASH系统，使其可以在不同的气候变化背景下
（如干旱和洪水）发挥作用

● 对WASH设施进行定期监测，并根据灾害和气候情况，在必要时对
WASH系统进行升级或改进

9 . 注 重 不 同 时
间尺度

● 鼓励WASH用户和服务商共同参与，讨论并确定影响项目区WASH系统
的因素及早期预警指标，并制定应急预案

● 灾后，在对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行干预时，应结合应急措施，建立
有恢复力的可持续系统，减少WASH系统的长期脆弱性和暴露度G

10.遵循无害原
则

● 在采取干预措施之前，要对干预措施进行环境影响评估G

● 定期监测地下水质量，判断其是否符合饮用水标准，以防民众饮用不洁
净的水

● 气候变化可能给不同的用水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建议通过沟通，协调
各方利益，使其调整群体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和用水量 

● 提高WASH系统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恢复力，利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相
关专业知识推动本地区WASH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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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8　提升灾害和适应气候变化恢复力的WASH系统干预措施的范例

● 在洪水高发区修建高程人工井，对井口采取保护措施，以确保洪水期

间的连续供水。

● 在尚无自来水接入或者发生周期性干旱的地区，推广雨水收集和存储

体系。

● 水渠清淤供旱季牲畜使用。

● 向普通家庭推广过滤水装置，以降低经水传播疾病的总发病率，同时

要保证在类似的公共卫生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有充足的备用设备或其他应急

方法可以应对。

● 让厕所远离水源地，或与水源地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防止洪水发

生时污物溢出而污染水源。

● 改进WASH系统，降低WASH对水资源的依赖，从而减少WASH系统在

干旱时期的脆弱性。

● 在受危人群中倡导良好的卫生习惯，并提供用于洗手的公共卫生设

施，降低常见病的发病率；在可预测的灾害或极端天气事件发生前不断宣传该

项措施。

● 在热带风暴和山洪来临之前，集中开展排水渠清淤工作。

● 供水设施远离季节性河流，选择能够稳定供水的水源地。

案例分析：台风过后对饮水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及恢复生计59

项目实施地：印度

项目实施方：印度关怀组织/国际关怀组织

2009年，台风“艾拉”袭击了印度东北部海岸，使该国18个地区近

660万人受灾，台风所到之处，房屋遭到破坏，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受到

影响。孙德尔本斯地区地处流经印度和孟加拉国的三条河流的交汇处，

河水、红树林和沼泽咸水共同组构成当地独特的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丰

富。该地区经常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土地和水域之间的界限不断

改变。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气候变化压力使该地区变得更加脆弱。

印度关怀组织在当地开展了人道主义援助，首先明确了当地的人道

主义援助需求，然后由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及平民保护部出资共同

实施了孙德尔本斯·艾拉恢复项目。该项目为当地灾民提供庇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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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并通过多种措施改善当地的WASH系统。

在遭受“艾拉”袭击的五个月后，当地许多村庄仍然处于被海水淹

没状态，他们迫切需要住房、食品及WASH系统。在确定村民需求的基础

上，印度关怀组织设计了该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中包含了对未来灾

害风险管理的前瞻性规划。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帮助灾民就业、提供耐盐

作物的种子、提供水稻种子并给予耕作技术指导，提供鱼苗、畜禽、园

艺苗木及蔬菜种子等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此外，项目还提供了

其他帮助和服务，例如，为农民提供有机肥应用技术，帮助当地政府建

立粮食银行。当地村民参与了项目规划和实施的各个过程中。每个项目

村都成立了项目监督委员会，由村委会成员全程监督干预措施的实施。

为解决当地的WASH系统问题，印度关怀组织安装了高程手动泵，保

证水灾发生时的正常供水，设计的取水井为方便残障人士使用，与村委

会代表协商确定手动泵的安装地点。成立村用水委员会，确定每口井都

有专人看管，负责记录每户用水量及其他相关事宜。

另外，来自人类水资源组织（Water	 for	 People）的WASH系统专家为

所有的用水委员会核心成员提供了28场培训，约2000人参加了培训，培

训内容包括水泵的维护、基础管理、传统水源的合理使用等，培训还强

调了保持井内外和家庭卫生的重要性。

项目积极促进了各利益相关方开展多层次的协同合作，调动了当地

民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项目与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当地政府机构

展开了密切合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相互协调，促进了项目的可持续

性。一个收益大于投入的WASH系统和“灾后重建”方式不仅解决了替

代水源的问题，而且有利于减少灾害风险和方便残障人士的作用。项目

实施过程顺理成章地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WASH系统，采用了简单易学

的干预措施，并以村民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培训，大大提高了WASH系

统的恢复能力。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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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育

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既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技术或职业培训，

也包括家庭教育及周围年长者开展的非正式指导。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教育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60。然

而，为了使教育体系适应灾害和气候变化，需要增强和提高个人管

理风险和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知识和技能。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也需

要具有恢复力，保证这种服务在发生灾害时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

保障性G。

关键问题

虽然教育有助于人们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它不能保证人们免

受灾害和其他不利条件的影响。例如，虽然一个人能找到工作或具备创

业的能力，但在洪水来临时，如果不知道如何保护家庭成员和生产资料

的安全，可能会遭受严重损失。

教育设施本身也会面临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等风险。例如，地

震过后，由于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或者教学场所被用作庇护场地来安置

灾民，教育可能就被迫中断。如果学校和培训机构的房屋结构不合理，

将会威胁学生的生命。

灾害及其他危机过后，正规教育的中断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并

危及教育的恢复进程。暂时“失学”的儿童更容易暴露在其他不安全环

境中，如受到剥削或虐待；从长远来看，教育的缺失会加剧贫困和脆弱

性，并形成恶性循环。

教育不仅能抗御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还能间接减少灾害和气候

变化的发生频率，成为提高受危人群应对风险能力的工具。作为社会活

动的枢纽，学校是理想的教育场所，但其他建筑物也可以成为应对灾害

和气候变化的教育场所。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因子
和气候变化的认知

● 结合已有灾害和历史灾害影响及预估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综合研究结
果，建议将灾害风险管理和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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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强对暴露度、
脆弱性和能力的认
知

● 评估学校建筑物对灾害和未来气候变化的暴露度
● 建议加强针对教育工作者（教师、长辈、家长、社区领导、青年工作

者等）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传授风险意识和恢复力等知识的能力
● 提倡加强针对技术人员抵御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培训（例如安

全施工技术、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型农业等）
● 利用媒体和公众活动，提高成人、青少年和儿童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

险意识，推广增强恢复力的良好做法

3.明确权利与责任

● 鼓励通过提供校餐或安排其他活动，开展增强灾害和气候适应能力的
教育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受危人群中最脆弱群体的参与度

● 鼓励用当地语言编写与年龄及知识层次相符的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
化适应的材料，并附带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案例介绍和实践环节

● 提倡建设安全的校园环境，提高教学建筑物的抗灾能力

4.提高受危人群的
参 与 度 和 行 动 力
（此处指扩大受教
育群体）

● 全面了解项目地的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体系，寻找灾害风险管理和
适应气候变化教育的切入点

● 促进学生、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及其他培训机构人员参与所在社区的
风险评估。支持学生参与学校和社区的发展规划

● 鼓励开发各种与年龄和知识层次相符的教材或培训材料，提高项目区
所有行业工作人员的参与度

5.促进系统性的参
与和改变

● 从国家到地方的灾害管理部门，都应该在各自层面的灾害风险管理和气
候变化适应的论坛上加入教育议题，鼓励教育界人士参会，提高教育界
代表在此类论坛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6.促进多层级的协
同配合

● 建议让项目区的教师和培训机构参与国家政策和课程的制定
● 鼓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参照国家课程和政策，开发地方性的相关教材

和培训材料

7.借鉴并建立多渠
道知识体系

● 培训教育工作者，使其了解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价值，尊重传统知
识和科学知识

●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辅助性学习工具（图片、视频、歌曲等）解释科
技知识

8.秉持灵活性和响
应性

● 针对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推广能培养受教育者创新思维的
教学方法、教材或培训材料

● 对有望成为灾中和灾后紧急或临时庇护点的学校提供支持
● 建议开展灾后评价工作，以便在地方和学校的应急规划中吸取经验

9.注重不同时间尺
度

● 鼓励学校和社区的领导在制定减灾规划和其他连续性规划之前，了
解和认识当地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突发与缓发性事件和长期变
化）。鼓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开展针对突发性灾害的应急演练。
建议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各个层次的国家课程体系中加入灾害风险
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内容

● 建议学校在选址时考虑可能面临的短期和长期灾害风险，保证教学环
境的安全

10.遵循无害原则 ● 协助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部门获取本地的灾害和气候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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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9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范例

●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俱乐部：儿童、少年和青年等受教育者

可以通过半正式的教育方式获得灾害和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然后进行信息传

播。非正式的教育方式包括在学校的非教学场地绘制致灾因子和防御力图谱，

或开展全校范围的情景模拟，让受教育者按照针对适应措施的社会行动方案进

行表演，并将这种模拟与更广泛的社会行动方案共享和关联。

● 校办的早期预警系统：在许多情况下，学校可以建立社区一级的早期

预警系统，从而提高受教育者的危机意识，这可以成为吸引青少年参加灾害风

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的极好方式。

● 环境教育：学校是向受教育者传授环境管理相关知识的理想机构，成

为探索人类活动与潜在未来风险的纽带。

● 非正式教育培养，包含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生存技

能：抓住培养学生基本生存技能的机会，对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开展风险管理、

备灾和气候变化适应的教育。

● 培训教员和学校教师：在学校和社区中，培养能够传授灾害风险管理

与气候变化适应知识的教员，提供有益的人力资源。

案例分析：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 

项目实施地：孟加拉国

项目实施方：救助儿童会 

十四岁的阿里夫与他的父母生活在孟加拉国比罗杰布地区的一个名

为比罗杰布萨达尔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名工人，按日获得薪水，他的母

亲在2007年的锡德台风中失去了一条腿，此后一直卧床不起。阿里夫不

得不辍学，挣钱养家，他现在是一名音响技师，工作之余兼职拉黄包车

维持生计。

自从加入救助儿童会发起的针对儿童的灾害管理项目，阿里夫和他

的朋友们从儿童俱乐部学到了应对灾害的相关知识。他们通过拜访和咨

询社区中的成年人，收集信息，进行灾害脆弱性能力评估（HVCA），并

绘制灾害风险和资源分布图，灾害、疾病和农时日历，以及与社区成员

共享的社交网络图。

该项目开展之前，社区成员普遍认为儿童在对应急准备和响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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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但当儿童在社区研讨会上介绍有关脆弱性和能力评估的结果

时，成人对他们刮目相看。社区成员认识到儿童在地方灾害管理项目中

能发挥关键作用。当地社区的风险管理行动计划会先进行脆弱性和能力

评估，而且在行动计划中考虑到儿童的特殊需求，根据他们的要求选出

社区代表履行这一责任。

阿里夫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他和其他儿童如何向父母、兄弟姐妹和社

区成员介绍灾害风险管理的信息，并介绍了他们的团队分工。

由于儿童及社区成员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存在差异（例如在涌潮和

异常降雨时的水位上升），气候变化信息的合理解读对于灾害风险管理

和气候变化适应尤为重要。

阿里夫说：“现在我有信心与我所在社区成员分享成果，大家听后

表示能够接受这些信息并感激我们所做的工作，我可以帮助脆弱的家庭

进行灾害风险管理。”

通过加强对致灾因子及气候变化的认识，这些孩子对参与社区灾害

风险管理表现得非常积极。社区成员称赞孩子们，吸纳他们成为社区成

员，他们也成了社区的活跃分子。通过这个项目，孩子们变得更加自

信，并能够从对自身群体利益出发思考灾害等问题。

无论是针对成年人还是儿童的项目，提高儿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

参与程度，可以提升此类项目的质量，儿童也有权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并

向社会展示他们的成果。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阅工具和资源第136页。

4.6　健康 

世界上大多数穷人无法享受他们的健康权。几乎世界人口的一半面

临罹患疟疾的危险；营养不良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五岁前儿童死亡的根本

原因，估计约有34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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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贫穷的人群比其他群体更依赖于健康的身体，因为他们需要保

持健康的身体从事体力劳动以维持生计。患病和支付医药费用可进一

步加剧他们的贫困和债务状况，因病无法定期上学的孩子，失去了受

教育机会。

关键问题

灾害G给人类的健康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健康服务造成严重危害。

突发性灾害G，如地震、风暴，往往会导致建筑物倒塌，倒塌过程中

形成的碎片会给人造成伤害，突发性灾害通过损害建筑物及其内部的设

备，进而伤及医务人员、中断药品和材料供应，导致卫生设施瘫痪。

缓发性灾害，如干旱和洪水，通过形成灾害压力和促进疾病的累积

而长期危害个人和整个社区人群的健康，反过来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其

他方面的感染，危害健康。

灾害发生后，临时避难所过于拥挤、应急WASH系统能力有限、粮食

短缺G和发生暴力事件等，都会损害人类健康，进而引发各类次生灾害。

气候灾害及气候敏感型疾病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气候变化G正在加

剧这两类影响因素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强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洪水

和干旱会提高经水传播的疾病的发病率，如细菌和寄生虫感染62。预计经

媒介传播的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在温暖潮湿环境中的传播速度将加

快，全球气温的升高可能扩大这类疾病的传播范围63。当医疗服务无法应

对疾病传播范围的变化、无法满足脆弱人群的救治需求时，这类疾病的

发病率和致死率很可能会增加。

如果充分认识灾害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并对其采取有效的管理

措施，那么以上这些影响也并非不可避免。通过对特定风险实施应对措

施、制定应急预案G，将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纳入早期预警系统并开展备

灾活动，可以提升医疗设施的恢复力G。可以通过卫生宣传和有效的环境

健康管理来降低经水等媒介传播的疾病发病率；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粮

食和营养安全及卫生条件改善等方面的工作，提升和保护儿童及最脆弱

群体的健康状况。这些措施可以避免人类健康、公共卫生服务成为灾害

和气候变化的牺牲品；同时，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成为增强恢复力的重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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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健康领域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因子
和气候变化的认知

● 评估灾害和气候变化对项目区流行病爆发产生的影响

2.增强对暴露度、
脆弱性和能力的认
知

● 评估项目区医疗设施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度
● 评估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下，政府和其他机构执行现有医疗战略的差

异；评价变化本身的优势、劣势和差距
● 在项目受危人群中开展以健康为重点的认知、态度和行为（KAP）调

查，使他们了解当前和未来影响疾病脆弱性及健康恢复力的原因

3.明确权利与责任

● 与卫生部门、医疗服务提供者（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分享评估
和调查结果及其他研究结果

● 培养项目受危人群的健康权利意识，使他们了解灾害和气候变化对健
康权的影响

● 作为政府医疗卫生服务的补充，项目着重传播灾害、气候和健康方面
的信息，提高健康领域的备灾能力，如疫苗接种和食物贮备

4.提高受危人群的
参与度和行动力

● 增强当地卫生部门执行医疗卫生预案的能力，包括常见灾前、灾中和
灾后应当采取的措施

● 鼓励在项目区建立健康委员会；培训成员开展流行病监测，做到早发
现、早行动

● 以家庭为单位，培训家庭成员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如口服补
液治疗腹泻、净化饮用水和科学的食品储藏方法等措施

5.促进系统性的参
与和改变

● 针对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建议加强当地的健康、住房保障、公共卫
生服务、粮食安全和营养等领域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

● 建议健康领域的相关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企业）参与灾害风险
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国家级项目和论坛

6.促进多层级的协
同配合

● 了解涉及健康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推动这些政策在项目区的实
施

● 鼓励建立多层次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规划，包括重新部署医务人员、
安排设备和资金，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

7.借鉴并建立多渠
道知识体系

● 从更长时间尺度上了解疾病受灾害影响的变化机理，为制定合理的灾
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健康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 通过监测记录，分析历史上发生的灾害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居民
健康的影响，以确定发病的主要原因和风险下的最脆弱群体

● 评估项目区传统的健康措施对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的相关度和有效
性；大力推广有效的应对措施

8.秉持灵活性和响
应性

● 与其他健康领域的相关人员合作，确定风险管理措施的选择标准和
“触发器”，判断哪些措施属于健康领域的风险管理措施，如预防
保健运动

● 建议各级政府部门的健康预算编制中考虑到对应急战略的投入，以应
对可能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罕见疾病暴发

9.注重不同时间尺
度

● 建议在建立早期预警系统时考虑医疗设施，并定期开展预警演练
● 优先处理在主要医疗设施中检测到的问题
● 对项目区群众进行急救培训
● 为根除常见病和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疾病，持续开展免疫和其他

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的活动，减少长期脆弱性

10.遵循无害原则

● 建议将身体健康状况和营养水平视为构建灾害、冲击和气候变化恢复
力的基础

● 促进健康的工作者与受危人群的沟通和协作
● 建议健康服务的提供者将灾害和气候恢复力战略纳入现有行动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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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10：健康领域应用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措施的范例 
● 疟疾预防战略，如季风季节到来前和洪水发生时分发蚊帐。

● 改造地震高发区的医院。

● 确定替代能源和替代水源。

● 保证在供应链中断或交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时，重要药品和物资的应

急储备。

● 在危机发生时，与其他医疗组织或机构协同安排，合理调配医务人员。

● 使用无线电、电视宣传和短信服务，宣传卫生和营养知识。

● 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开展流行病学监测。

● 自带设备培训社区成员，使其在灾害发生时能进行有序疏散并开展紧

急救援。

● 给家庭分发水过滤装置，并进行仪器操作的培训。

案例分析：制定霍乱疫情应对指南——备灾、防灾和疫情控制64 

项目实施方：英国乐施会 

2010年，海地在地震中爆发了霍乱疫情，英国乐施会汲取了埃塞俄

比亚、苏丹、索马里、海地、津巴布韦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霍乱的经

验，针对疫情制定了应对指南——备灾、防灾和疫情控制，帮助工作人

员及时响应，并对疫情作出更好的判断和合理的应对。英国乐施会总结

了近期干预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大部分地区都采用被动的预防和控制方

式应对疫情；通常情况下，干预措施缺乏多部门的协调，无法有效阻止

疫情的发生或复发，导致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

英国乐施会认识到气候变化会改变疾病的爆发和传播模式，尤其担

心可能加剧疾病的爆发，因此，需要对霍乱等疾病制定应对指南。

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霍乱流行”的国家实施更积极的应对措

施，英国乐施会要求所有开展的项目必须包含	“主动”的备灾和应对方

案，用于指导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履行他们的义务。这些方案还规定了

疫情暴发季之前的准备工作，以降低疫情和疾病的发病率、传染率和死

亡率。

英国乐施会在埃塞俄比亚奥罗莫的项目经验表明，尽管在两个疫区

加强了疾病防控的宣传力度，但是霍乱导致的死亡人数仍会增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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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蔓延至邻近的村庄。从当地参与该项目的人员口中得知，方案中的有

些措施实施起来太过繁琐，难以立即执行。人们还反映他们所获得的信

息和多年以前获得的卫生信息并无差异，唯一的新信息就是霍乱仍在蔓

延并继续引发死亡，而且人们并不了解信息的实效性。通过与区域内卫

生代表和相关组织进一步讨论，英国乐施会认识到在项目区进行的教育

只是日常的卫生教育，然而当地迫切需要的是专为突发霍乱设计的教

育。这表明需要提高有关暴露度、脆弱性和恢复力认知的重要性，从而

使受危人群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相关议题。

另外一个降低疾病传播的例子与葬礼有关。例如在西巴布亚，人们

在接触死者的尸体后会举行盛宴等仪式。人们不远千里来参加葬礼，这

可能使他们从非疫区进入疫区，从而可能将霍乱携带回家乡，进而引起

疾病的大范围、快速传播。因此，开展葬礼过程中预防疾病传播的相关

措施的培训至关重要（包含在英国乐施会的指南中）。在西巴布亚，英

国乐施会曾与宗教领袖合作，将抚摸死者遗体后进行洗手作为仪式的一

部分，从而提高了受危人群的参与度与行动力。由于这种创新并没有破

坏仪式本身的宗教意义，当地的宗教管理部门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推

广实施，管理部门率先接受了应对疫情的培训，发放英国乐施会提供的

卫生用品（香皂、水处理药片和水桶）以确人们在仪式之后洗手。

所有霍乱控制方案都需要非常大的投入，因此，要确保有后续的资

金支持来购买重要物资，例如家用水处理囊剂、口服补盐液（ORS）和口

服补碘液（ORPS）的材料，通过纸质的、教育和通信（IEC）、电台等媒

体传播主要的卫生信息。

作为项目方，应该做到以下几点：①提前制定霍乱爆发季的应对方

案和行动计划；②确保计划的全面性，工作人员自身要具备应灾能力，

所以要培训相关人员、配齐项目所需的资源；③确保霍乱预防和治疗信

息要针对目标人群；④在疫区开展教育活动，提高人群对疾病的认知。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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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权益保障

在人道主义工作中，权益保障涉及对人权的保护，以及在冲突或危

机发生时，保障人们的生命、尊严和诚信免遭暴力、胁迫和剥夺。权益

保障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组织、国际人权法组织和国际难民法组织共同发

起并签署的一项义务，非政府组织在人道主义事业中的角色通常是提高

民众的维权意识，支持权益人寻求权利及职责主体履行其职责，并在必

要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4.7.1　关键问题

人权受到灾害威胁，往往因为国家无力履行其保障职责，表现为国

家无法降低公民对致灾因子的暴露度或无法应对导致人群脆弱性提高的

胁迫因素。例如：

（1）如果在建造教学楼之前，学校未利用地震工程学原理进行充分

论证，将教学楼建立在地震高风险区，使得儿童暴露于灾害中，或未能保

护孩子们的生存权和受教育权，可考虑由当地政府负责并承担相关责任。

（2）如果人们的饮用水在水灾期间受到污染，而当地政府并没有提

供安全的替代水，人群对经水传播疾病的脆弱性增加，可考虑由当地政府

承担控制经水传播疾病的责任及未能保护其公民获取基本服务的责任。

（3）如果政府允许在容易出现强降雨和山体滑坡的区域砍伐树木，

对于砍伐行为没有进行风险评估，也没有对被砍伐的林地实施任何风险

管理措施，那么在山体滑坡等灾害发生时可以认定政府失职，因为政府

有义务保障其公民的权利。

气候变化可能对人们的权利产生更多威胁，包括生命或者生活质

量。例如：

（1）由于部分地区的用水压力增加，不同利益团体对有限的草场和

水资源展开竞争，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和故意抢夺行为，如牛

群袭击事件。

（2）由于沿海地区的暴露度较高，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沿海地区的

居民可能被迫迁移。目前，缺乏法律条文和社会准则来保护气候移民，

缺乏对移民的安全迁移、融合迁入地及保护性开发G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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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水等灾害发生后，妇女和儿童在临时避难所可能会遭遇虐待

和暴力。

（4）如果国家或地方政府面临迁移大量受灾人群的压力，一些个人

或团体的权利可能不会得到满足，而被迫接受政府实施的那些“不公平

的解决方案”。

（5）大型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如生物燃料和大型水坝项

目，暗藏导致项目区居民“被流离失所或被搬迁”的风险。在某些情况

下，拆迁可能以胁迫或暴力的手段实现。

当生命和尊严受到威胁时，人们通常会主动采取自我保障策略，以

免人身安全或生存G受到更大程度的伤害或暴力侵害。在面临共同的威胁

时，社会组织G通过代表集体权益，帮助民众对责任承担者施加压力，以

保护和尊重民众的权利。因此，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的作用是增强民众自

主保障能力，为他们补充能量和资源，保障受危人群的权利。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权益保障领域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因
子 和 气 候 变 化
的认知

● 向受危人群和当地政府提供支持，绘制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分布图并存
档管理，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评估过程进行监督，保证评估结果的可
靠性，使研究结论能用于公共宣传和法律索赔依据

2 . 增 强 对 暴 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力的认知

● 评估受危人群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度、脆弱性和恢复力，使他们能
够更好地了解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因素

● 在专家的支持下，开展权益保障评估工作，了解妇女和儿童在灾后紧急
避难所面临的风险

3.明确权利与责
任

● 提高受危人群的认识，了解灾害和气候风险对其权利的影响
● 向工作人员和社区领导提供相关的国际和国内的法律培训，以及如何在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宣传中加入这些法律内容

4.提高受危人群
的 参 与 度 和 行
动力

● 使用参与式方法，受危人群学会判断哪些方法属于自我保障策略，并确
定各种气候变化情景下最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

● 促进社区领导、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应
对灾害和气候风险保障问题

5.促进系统性的
参与和改变

● 详细记录权益保障的相关案例，在重要会议时，为政府部门、以保障为
宗旨的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及采取灾害风险管理方法和承担气候
变化适应责任的相关方提供资料，鼓励受危人群代表积极参与

6.促进多层级的
协同配合

● 鼓励受影响的人群向各级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解决灾害和气候风
险保障问题的准确信息

● 建议负责保障、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主管部门代表多与灾区
群众代表接触，使群众更好地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7.借鉴并建立多
渠道知识体系

● 加强对权益保障研究的投入，特别是开展关气候变化对权益保障的研
究，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对这方面的认识



4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领域 79

8.秉持灵活性和
响应性

● 帮助受灾人群和当地政府获得当地气候变化方面的信息，使他们能够依
此制定并不断调整权益保障计划

9.注重不同时间
尺度

● 通过制定并执行相关策略，促进灾区政府履行主权义务，保障公民的权
益，通过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参与和在必要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满足
灾区急需的保障要求

● 培训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识别灾后临时避难所中的虐待行为*

10 .遵循无害原
则

● 邀请权益保障领域的专家提供咨询或直接承担保障评估和干预*任务
● 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权益保障分析
● 在行动之前，征得受危人群的许可，并在必要时采取保密措施

*参考所有相关组织在这方面的政策。

案例分析：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国家在泥石流死亡灾难中失责65

原告和案发地：巴德耶娃家族VS俄罗斯（2008年）

俄罗斯提尔瑙子小镇拥有25000人口，坐落在靠近厄尔布鲁士山地

区。从1937年开始的有文字记录的材料就显示，该地区易发生泥石流，

由于泥石流会不定期地袭击村镇，当地政府分别于1965年和1999年安放

和修筑了淤泥拦蓄设备和淤地坝以保护当地居民免遭泥石流袭击。

1999年8月20日，泥石流袭击了水坝，造成严重损害。1999年8月30

日到2000年7月7日之间，当地政府收到一个负责监测高海拔地区气象灾

害的国家机构发来的一系列灾害警告。但是，大坝的重建在当时似乎并

不可行。因此，避免人员伤亡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观察哨，警告平民即

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但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施。2000年7月18日，泥

石流冲进城镇，淹没了一些住宅小区。随后，提尔瑙子小镇又遭遇了一

连串泥石流袭击，直到2000年7月25日。灾害共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

弗拉基米尔·巴德耶娃，灾害也给其他居民的生命造成威胁。弗拉基米

尔·巴德耶娃的妻子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生命权）向欧洲人权

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认为，俄罗斯联邦侵犯了该公约的第2条，未能积极履行生

命保障权的义务。判决理由如下：①没有建立法律和行政法规用以防止

灾害对人民生命权的威胁；②当人民生命权受到侵犯时，联邦政府未提

供合理的司法回应。该公约第2条规定，国家要积极履行保障其管辖范围

内人民生命安全的义务。这包括实体条款和程序条款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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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认为，国家必须建立法律和行政法规，以防止对人民生命

权受到侵犯。该义务的范畴取决于威胁的来源及可缓解程度。这项义务

适用于即将发生的清晰可辨的自然灾害，特别适用于人类居住地区的常

见多发灾害。

当地政府在1999年收到了一些有关提尔瑙子地区泥石流风险加剧的

警告。其中一个警告明确表示，如果忽略这个建议、不采取措施，泥石

流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伤亡。因此，在需要防止此类损失的工作范围或

时间限定上不存在异议。但是，尽管有这些明确的警告，政府并未采取

措施来防止公民免受灾害影响，并且未给出不作为的理由。

法院判决认为，当地政府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实施土地规划和紧急救

援政策。此外，法院还发现了阻碍救援政策执行的管理缺陷，这些足以

说明弗拉基米尔·巴德耶娃的死亡及其他申请人遭受伤害与政府的不作

为有直接关系。因此，当地政府没有积极履行法律义务，即颁布第2条实

体条款所要求的使生命权免受威胁的法律和行政法规。

法院判决认为，必须正确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管理这些条文的政府

部门必须了解灾情、案情及监管体系存在的缺陷，明确与案件有关的政府

官员或机构。在发生人员死亡后，司法部门必须独立开展公正的调查，以

确保造成法律和行政管理条款失效的机构负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死亡事件发生一周内，检察院对弗拉基米尔·巴德耶娃的死因开展

了刑事调查。但是该调查仅限于追查死亡的直接原因，将死因认定为建

筑物倒塌。该调查并未考虑安全保障问题和地方政府的责任问题；更为

重要的，无论是刑事、行政还是技术调查，这些问题都不是调查目标。

特别是地方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回应遭到众多媒体所指责和受害者

所投诉的“关于维护泥浆防护基础设施不足或政府未能建立预警系统”

的问题。由于政府部门没有对监管系统的运行缺陷进行调查，也未指定

工作官员或机构参与事件问询，法院的判决结论是国家违反了《欧洲人

权公约》第2条的程序条款的规定。

这个案例是国家必须履行维护其公民安全和福利义务的有效例证，

告诉世人，政府没有履行义务时，必须采取措施寻找不作为的原因。

让当地政府承认他们的权利和责任是任何灾害和气候风险管理项目

的核心因素之一。



4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重点领域 81

“这次事件的最终决定明确指出，这些政府的义务（国家有义务尊

重、保障和实现人的生命权）在面临常见多发灾害时显得尤为重要。从

法律角度来讲，常见多发灾害的意义在于它是可以预见的。这意味着政

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将有物理灾害带来威胁，因为他们过去见证过这些

灾害的发生。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了解人民生命面临的潜在威胁，并

在可预见的威胁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尊重、保障和实现人民的权

利66。”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39页。



第五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在四种特

定规划情景下，运用灾害风险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概念开展实践活

动。这四种情景分别是：冲突情景G、人道主义危机的早期恢复G、城市

情景、缓发性灾害G。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解释说明：

（1）每种情景的主要特征，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之间

的联系。

（2）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的关键问题，涉及生计G、粮食安

全、自然资源管理G、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教育、健康、权益保障等

重要领域67。

● 灾害风险综合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在不同情景下的应用指南，包

括10条基本原则。

● 案例分析，包括灾害风险管理、气候变化适应及每种情景下的关

键领域等方面。

● 利用工具和资源，在关键领域开展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

工作。

5.1　冲突情景

5.1.1　冲突情景的特征

对于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而言，冲突情景

是指社会中各部门对权力和资源的分配现状感到不满，因而采取行动阻

止彼此从中获利68。冲突可能发生在任何层面，包括地方与国家之间，相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
适应的关键情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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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家之间，甚至于不同国家与国际机构之间。双方可能出现不同程度

的敌对状态，从紧张态势、精神冲突到身体冲突甚至武装暴力冲突。有

些冲突发展得很快，解决的也很快；有些冲突则持续不断；有的是潜在

冲突，有的则是复发性冲突。尽管冲突情景的内涵很广泛，但其具有以

下几个方面的共有特征：

（1）冲突发生的根源往往是社会中权力与资源分布不均衡。

（2）冲突往往发生在贫困状态下或者脆弱的管理G状态下。

（3）冲突往往是不稳定的，如果干预力度不够，可能会不断恶化。

（4）冲突可能带来机遇，并产生深刻的结构变化。

（5）冲突可能会导致受影响人群的权利被剥夺或其发展受到限制。

（6）冲突会给受影响人群与其他利益相关者G带来不安全感。

5.1.2　冲突情景下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冲突情景也会受到各种灾害G的影响，事实上，冲突G往往与灾害风

险69并存，其原因如下：

冲突发生的根源在社会内不同人群之间，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存在着

结构性失衡，这也是自然灾害G脆弱性G和暴露度G的根源。另外，不同方

面的脆弱性，比如经济贫困与社会边缘化，都会导致社会组织更易于受

到冲突与灾害的影响。

暴力冲突会扩大灾害风险并使之不断恶化70。当人们因为暴力冲突

威胁或者暴力冲突事件失去生计G、家园甚至生命时，他们面对其他危害

（身体、经济）的脆弱性也在增加。另外，冲突占据并消耗政府的各种

资源，导致政府处理其他事务的能力G与意愿下降，比如面对正在发生的

暴力冲突，减灾G就显得没那么急迫了。

反之，致灾因子也可能会触发或激化冲突，尤其在自然资源紧缺的

情况下。例如，旱灾导致水资源减少、肥沃土地退化，这可能会引发人

们对水和土地使用的矛盾纠纷，甚至可能演变为暴力冲突。

气候变化风险与冲突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由于全球气候变

化G导致人类生计所依赖71的自然资源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已有的危害产

生影响，人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不但加剧了已有的冲突，还导致新冲突

的不断涌现。例如，在人口过快增长的地区或城市，人们普遍认为气候

移民会给当地带来土地使用、工作机会及其他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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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情景下，降低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的战略和规划息息相关，

两者的实施需要密切关注冲突的动态，否则很可能对受影响人群产生进

一步的风险。在实施灾害风险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过程中，保持对

冲突的敏感性，需要理清战略规划与冲突情景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

而保证规划行动能有效减轻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

降低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项目将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联合在一起，

探讨能够改善其生计、生命与福祉的优先事项，并达成共识；尽管项

目的主要目标并非减少冲突，但客观上可能会起到减少冲突、促进和

平的作用。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冲突情景下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
因子和气候变
化的认知

● 在冲突情景下开展项目评估与规划时，需要明确冲突和灾害与气候变化
风险之间的联系，这将有助于开展全面整体的分析，避免规划的碎片化

● 要考虑固有资源（土地、水）如何对冲突产生影响。比如，在不同国家
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由于其目的不同，往往对国际河流的开发利用产生
纠纷

2.增强对暴露
度、脆弱性和
能力的认知

● 运用参与式的能力与脆弱性评估G方法，分析暴露度、脆弱性及适应能
力，包括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冲突、和平等方面。识别风险因子，鼓
励受危人群寻求双赢的道路

3.明确权利和
责任

● 以权利为本的方法，帮助利益相关者分析原因、后果及责任
● 倡导对相关事项（引发冲突、加剧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进行立法并予

以实施，比如自然资源利用、土地所有权、公共资金的分配使用等方面
● 对于有意愿提升灾害与气候变化恢复力G的政府机构，提供物力、财力以

及技术支持。因为政府机构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发生冲突的
风险

4.加强受危人
群的参与和行
动

● 将不同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本地组织的代表集合到一起，针对灾害
与气候变化风险开展讨论，尝试分析各种信息，交流彼此观点，这是提
升灾害与气候恢复力并构建和平环境的重要途径

● 保证决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和公开，在确立项目或者分配资源前，要咨询
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反对群体）的意见。同时必须获取项目实施的安
全许可，并倡导其他人也这样做

5.促进系统性
的参与和改变

● 开展能对冲突、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产生有力影响的项目，例如优良治
理、自然资源管理与生计安全项目

● 倡导投资者支持多部门合作的项目，以应对整体性风险

6.促进多层级
的协同配合

●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责任明确的治理体系的发展
● 推进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同配合，提升冲突情景下的灾害与气候变化恢

复力

7.借鉴并建立
多渠道知识体
系

● 加强交流学习，明确冲突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之间的作用关系，填补
不同部门之间认识的鸿沟

● 对于减灾决策与气候变化适应，如果传统的谈判与冲突解决方法切实有
效，应当加以识别并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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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秉持灵活性
和响应性

● 支持开展冲突早期预警与应急规划G，并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
规划保持一致

● 定期分析受危人群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气候变化中的状况及其对冲突态
势的影响，明确解决紧急问题的办法

9.注重不同时
间尺度

● 对于不可能触发或扩大冲突的已知危害，要让受危人群了解备灾G的措
施；对于临时性应急举措（如逃生路线、避难所与取水点），要尽可能
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话，并达成共识

● 对致力于构建和平环境的机构和组织，要加强与其合作，使他们考虑将
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纳入项目中

● 在冲突发生后达成和平协议的情景下，倡导开展重建规划，并综合考虑
土地、自然资源与就业机会的长期可持续性

10.遵循无害原
则

● 对非政府组织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开展有关敏感冲突解决办法与无害
手册的培训：冲突援助的影响分析框架。见工具与资源139页

● 在规划前与规划过程中，分析冲突情景，监测冲突过程，及时调整任何
可能导致冲突加剧的不合理规划

● 与当地社区组织和社区网络（已经在冲突地区有工作经验并取得信任）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案例分析：通过水资源管理减少社区冲突

项目实施地：尼日尔

项目实施方：美慈组织

过去20年，由于降雨减少，气温升高，尼日尔提拉贝里地区菲林格

市遭受了气候变化（如季节性干旱）的持续影响。一般来说，在雨季，

每天的降水能持续1～2个小时，但是由于地面过于干燥，雨水侵蚀导致

了表层土壤流失，尤其在没有植被的地方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因此，暴

雨往往导致河流泛滥，农业景观遭到破坏。

以往菲林格市的各个社区，利用雨水收集系统，在历时4个月的雨季

中储备水资源，但由于近年来干旱持续时间变长，人们往往无法储备足

够的水量。旱灾导致牲畜（如山羊、牛、绵羊）无法获得足够的牧草，

原来的水源点也纷纷干涸。许多男性农民不得不进城务工，而妇女与儿

童则继续照看牲畜。一些牧民仍留在村庄里，但仅仅维持着一些零散的

小块农田，其他人则纷纷迁移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牧场。由于自然

资源紧缺，为了获得水源地和珍贵的耕地，农民之间、牧民之间及农民

与牧民之间常常发生冲突。

“田园项目”是由美慈组织在菲林格城发起的减缓冲突G和促进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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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G的项目，它与当地政府联合成立了一个地方冲突管理机构。在

美国国际开发署与美国对外灾难援助办公室（OFDA）联合资助下，田园

项目与当地三个级别的政府开展合作，在菲林格市及其他两个市的33个

社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协助开展自然资源管理，降低冲突风险，致力于

保护6万农牧民的牲畜财产安全。

该项目组织社区中那些接受过培训的农牧民，成立了冲突管理小

组，形成包含农牧民的社区团队（致力于保护他们共同的财产）。通过

与当地政府沟通，对双方共同的需求及如何改进土地管理达成共识，形

成了用水协议，因此，有效避免了冲突。

同时，该机构成立了水资源调节和管理委员会，保障水资源可持续

发展，减少冲突。另外，该机构还开展了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源管理方面

的教育培训活动。

促进系统性的改变——调动项目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并尊重农民

和牧民双方的意见。遵循无害原则，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减少冲突，是该

项目成功的基础。一年期的项目评估表明当地的状况出现了好转。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39页。

5.2　人道主义危机的早期恢复

5.2.1　早期恢复情景的特征

早期恢复G是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所用的一个术语，

它是指灾难过后人们为了稳定生活（包括住所、生计、健康与教育），

尽快恢复生产、服务的过程。它起始于应急阶段，并向长期恢复与重建

阶段过渡72。

灾后重建通常被认为是早期恢复的关键，其目标是增强社区的恢复

力，提升其适应各种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的能力。

早期恢复情景包含以下特征：

（1）以临时的紧急救助需求为主导，以恢复自身抵御力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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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进行管理，但灾害可能严重削弱其管理

能力G。

（3）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存在不稳定性或潜在不稳定性。

另外：

（1）灾后涌入大量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与人员，其对受灾地区和受

灾群体的认知参差不齐。

（2）往往成为新闻热点，受到国际援助。

5.2.2　早期恢复情景下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对于开展有效的早期恢复规划非常

关键。这是因为在灾害易发的环境（包括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胁迫）中，

受影响人群的恢复力应当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早期恢复情景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

会，因为：

（1）由于灾害的发生，灾前防灾备灾的不足与缺陷会变得一目了然。

（2）将为重大变革提供有利的环境，如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形成推动

力。

（3）如果管理得当，可以获取额外的资源以应对潜在的风险因子。

（4）对于能够降低相似灾害脆弱性G的各种措施，受灾人群会更容

易接受。

（5）灾害导致原有基础设施的毁坏，为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提供了

机会。

不过，早期恢复情景也对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提出了各种

挑战，因为所有行动者都要首先满足大规模的应急需求，长期目标往往

不在应急救助资金考虑的范围之内。另外，灾后造成脆弱性的因素仍然

存在，需要提升其恢复力以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

综合灾害风险管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早期恢复情景下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因
子 和 气 候 变 化
的认知

● 依托不断提升的风险认识，更新气候变化影响风险图及所有相关危害的
风险图（基于最低可获取尺度的预测）

● 以对现状与未来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基础，增进对恢复与重建项目需求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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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增 强 对 暴 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力的认知

● 通过了解地方政府灾前风险区划、应急规划与灾害管理方案，获取相关
信息，从而针对脆弱群体构建传统应对机制并提升当地适应能力

● 倡导灾后评估方法的应用，不仅能够满足人道主义需求，而且能识别暴
露度、脆弱性与适应能力，提升恢复力

● 与媒体协作，让公众了解救灾响应、恢复与重建战略的必要性，从而减
少暴露度与脆弱性，提升恢复力

3.明确权利和责
任

● 增进受灾人群对灾害风险与气候风险的认识，使其可以在恢复重建及未
来发展规划过程中向政府和其他机构问责

● 增强所有利益相关者G对国家相关法律的认知（包括灾害管理、减灾、
气候变化、适应、土地使用权、土地利用规划、建筑标准及其他方
面），在需要的地方倡导新的立法与法律的改进和完善

4.加强受危人群
的参与和行动

● 在灾后评估与恢复重建决策过程中，倡导当地领导、各级代表及社区组
织的广泛参与，增进其对不同群体需求的认知并促进交流

● 向受灾人群提供有关风险与减灾措施的信息，保障他们能够在恢复过程
中做出合理的选择，增强自身恢复力

5.促进系统性的
参与和改变

● 倡导在灾后需求评估（由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联合国开展的）中，
充分考虑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 倡导开展恢复与重建规划，揭示脆弱性的根源，包括土地使用权、贫困
及排外主义等结构性问题

6.促进多层级的
协同配合

● 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期恢复项目集群与其他部门项目集群，增进对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认识

● 从地方到国家层面，分享早期恢复情景下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的优良做法

7.借鉴并建立多
渠道知识体系

● 综合考虑减灾与适应，研究构建跨行业的早期恢复模型

8.秉持灵活性和
响应性

● 推进技术、材料与土地利用规划，为提升应对灾害与气候变化的恢复力
提供更多选择

● 通过构建多层面利益相关者平台，监测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提升应对
未来危害的恢复力

9.注重不同时间
尺度

● 以当前正在发生的危机为契机，在争取短期救助的基础上，寻求长期资
助，从而提升应对灾害与风险的长期恢复力

● 采取“安全网”措施（如无条件现金补贴和社区厨房），满足受灾人群
的基本需求，避免他们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比如变卖财产），导致未来
脆弱性的增加

10.遵循无害原
则

● 鼓励所有人评估那些被推荐的干预措施，分析干预措施对灾害和气候变
化风险（现在的和未来的）的影响，并保障受危人群能够获得这些分析
结果

专栏5.1　不同领域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早期恢复规划的范例

避难所
● 提供抵御灾害的物资及过渡性避难方案。
● 在满足建筑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当地可获取的物资。
● 培训当地的建筑工人去承担那些力所能及的防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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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当地可获取的物资，向公众演示如何推进建筑物抗灾设计。
● 开展国家建筑法规与建筑标准复审。
● 开展风险区划，引导重建、迁移与回迁。
● 开展对重建过程及建筑材料来源的环境评估。

粮食安全
● 开展按劳索酬项目，帮助受灾家庭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同时通过灾区

清理与减灾行动让更大范围的社区受益。
● 提供现金补贴，避免受灾家庭迫于短期需求（比如食物、债务、教育

支出）而变卖财产，这些财产对于他们未来的粮食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 提供改进的品种，保障他们在未来气候情景下的粮食安全。大力倡导

保障公平项目，为当地农民提供可获取的适宜种子，并允许其自由选择。

生计
● 为具有可行性、提升恢复力的生计，以及能分散风险的多样化生计方

式提供现金补贴/投入。
● 在农村地区，对综合考虑气候适应与抗灾的农业实践（如选用抗旱品

种）进行激励；如果因灾受损，将由“安全网”资助补偿。
● 在适宜的地区，促进小额信贷、小额储蓄和小额保险服务。
● 在其他领域的早期恢复工作中采用按劳索酬方式。

对于其他案例，见4.2生计部分。

机构治理能力的强化
● 完成灾后需求评估，并传播评估结果。
● 支持建筑标准的制订与实施。
● 开展快速风险区划，支撑不同领域早期决策的制定。
● 启动应急规划程序。
● 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并对使用者进行培训。
● 向公共服务群体传播应急技能。
● 倡导地方政府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分配预算。

教育
● 为临时学校提供抗灾物资与设计方案。
● 向老师与学生传授应急技能。
● 开展公共建筑（学校与医院）的安全建设教育。

对于其他案例，见4.5 教育部分。

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
● 利用抗灾物资，实施救灾方案，恢复被破坏的水网。
● 建立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加强水源管理与维护，推进能力建设。
● 构建具有风险敏感性的社区水网。
● 分发家庭用水过滤器，并指导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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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贫民窟洪水应急备灾与响应

项目实施地：苏丹

项目实施方：天主教救助服务会

2007年，苏丹喀土穆州由于暴雨引发洪水，造成贝勒奥里亚贫民窟

1400处住宅损毁；该贫民窟估计容纳了近10万人，基础设施条件非常

差，人员拥挤，缺少合理的规划布局。天主教救助服务会为该贫民窟提

供了紧急援助，包括应急帐篷、饮水和卫生设备修复、定点与移动健康

服务及其他措施。

由于苏丹当地极端温度达到了43℃～51℃，而且贫民窟内非常拥

挤，当地居民纷纷向天主教救助服务会求助，寻求过渡性住宅。经过与

当地居民和资助者长时间的协商，天主教救助服务会获得了一小笔经

费，并与苏丹政府、受危群体一起设计了行动方案，明确了建设过渡性

住宅所需的物资（包括社区劳动力、可获取的水与土地），开展了救助

项目。

经过协商，由天主教救助服务会提供房顶建筑材料（居民无法负担

这些材料），当地居民用他们自己改进的泥砖建设住宅。为了应对未来

可能发生的洪水灾害，通过按劳获取食物的方式督促当地居民清理整个

排水体系。另外，天主教救助会与当地政府提供各种物资修复被破坏的

桥梁与道路，重建当地受损最严重的两所学校和健康卫生设施，并增强

处于风险中的城市社区住宅的抗洪能力，以应对未来雨季洪水的侵袭。

城市社区居民有能力修复自己的房屋，将洪水引流到主要排水管道，并

在靠近河流附近的房屋周围堆放沙袋来保护最易受灾的家庭。对居住在

贝勒奥里亚的居民来讲，房屋被冲毁，其生计也相应被摧毁，因此大部

分居民都参与了该项目建设。

天主教救助服务会还对社区领导者及成员进行洪水应急响应培训，包

括如何疏散最脆弱群体到安全地带，设置紧急联系人及时通报受灾情况，

动员社区准备沙袋防御洪水以避免对基础设施和房屋产生更大的损害。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该地区又经历了多次暴雨，但其损失很小，并

未请求应急援助。整个雨季，不但当地居民自身的财产和生计未受到大

的影响，其主要的市场与公众服务也都运转正常。在喀土穆州，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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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当地居民生活的灾害包括洪水、极端干旱、沙尘暴、雷暴与高温热

浪，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这些危害进一步加剧74。

在苏丹洪水应急响应过程中，应社区组织的要求，在救助阶段后紧

接着就开展了早期恢复。结合不同的时间尺度，天主教救助服务会与受

危群体一起规划设计了合适的过渡性抗洪住宅，并为预防将来可能发生

的洪水灾害做好准备，减轻了灾害对他们生活生计的影响。

参与式数据的收集及目标群体参与的分析过程，提升了人们对风险

和未来减灾行动的认识；受危群体可以积极参与到项目的设计中来，这

样既有助于满足其需求，又能了解他们可以提供的各种帮助与物资，从

而使他们更愿意参与到救灾行动中来；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干预措施可

以与紧急响应行动整合在一起，以应对未来的类似灾害。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41页。

5.3　城市情景

5.3.1　城市情景的特征

到2030年，超过60%的世界人口（几乎50亿人）将会在城市中生活

工作。从小城市到大都市都具有以下的特征：

（1）人口密集。

（2）财富与基础设施集中。

（3）现金主导型经济。

（4）人口流动性大，分布不均。

（5）复杂的管理体系与流程。

由于增长幅度与类型的不同，许多城市还具有以下特征：

（1）在高危地区或者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包含自发形成的非正式住

宅以及非法建筑），往往缺少必要的资源与公共服务。

（2）人们居住区域内外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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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少监督管理体系，建筑安全标准不达标。

（4）大量劳工在各行业从事着非正式工作。

（5）社会局势紧张，缺乏安全感。

5.3.2　城市情景下的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

由于历史原因，世界上许多主要城市都坐落在易于遭受地质灾害和

气象灾害的区域，例如海岸带、洪水冲积平原、构造活跃地区等。在许

多情况下，由于土地利用不合理或者自然资源管理缺失，城市边缘地带

往往受到更多危害的威胁。

气候变化不但会加剧一些已有的气象灾害，还可能会导致新的风

险，例如海平面上升，热岛效应G加剧等。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往往依赖

于土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城市特征导致了其特有的脆弱性，例如：

（1）建筑物密布的区域更易受到灾害威胁。

（2）由劣质材料建造的不合建筑安全标准的房屋，防灾减灾基础设

施的缺失，导致城市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

（3）一方面较低的地面渗透率增加了城市脆弱性；另一方面，通过城

市布局结构调整减轻或管理环境风险，是非常困难的（例如流域管理）。

（4）对公共设施（如自来水与电力）的依赖性，其往往受到灾害、

气候波动及水资源的影响而短缺或中断。

（5）对于通过农业和进口保障粮食安全的地区，可能会受气候变率

及从地方到全球交易状况的影响。

（6）刚刚进入城市的人群往往不了解当地的致灾因子。

城市人口与治理体系往往也具备一些内在的防灾减灾能力，例如：

（1）多样化与创新性的生计方式，往往能分散风险，适应变化。

（2）人力资源（包括专业人才与技术工人）丰富，可以规划并实施

抗灾措施。

（3）政府管理机构、城镇发展立法、政策、资源都集中在城市里

面。

（4）足够庞大的经济规模，能够更容易、更高效的保护大量人口与

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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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风险综合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城市情景下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
因 子 和 气 候
变化的认知

● 在城市地区，绘制和衔接不同尺度（区域的、城市的、特殊区域或者行业
的）的致灾因子与气候变化影响图谱，从全面了解各种干预措施

● 针对城市环境的复杂性，通过综合分析致灾因子、气候变化效应与其他城
市风险（如技术风险与社会冲突风险），制定战略提升城市恢复力以应对
不同风险

2.增强对暴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 力 的 认
知

● 综合考虑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和失业/非正式就业等方面对暴露度、脆弱
性与恢复能力的影响

● 重点关注非法建筑、自发形成的社区及老旧的中心地带，这些地方脆弱性
与暴露度往往更高

● 如有需要，咨询专业人士（工程师、规划师及社会工作者）寻求专业建
议，例如建筑、土地利用及社会冲突等方面

3.明确权利和
责任

● 明确城市发展各个相关部门的责任，将机构能力强化、合作与倡导策略纳
入规划中

● 提升公众对关键基础服务权利与责任的认知，例如水供应、卫生服务和废
弃物管理，这些方面对城市环境脆弱性影响很大

● 对于能够明确公众与个人减灾责任的法律法规，要积极倡导立法更新与实施
● 对于可能导致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问题（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利用规

划），要加大研究力度并大力传播研究成果

4.加强受危人
群 的 参 与 和
行动

● 在庞杂的城市人口中，采用参与式风险评估方法，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
● 相比农村地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通常通勤距离更长，工作时间也更

长，对于相关项目的规划应该与城市生活工作状况相匹配
● 为城市中的年轻人提供锻炼机会，让他们参与到小规模的减灾、灾害委员

会培训及公众竞选工作中来

5.促进系统性
的 参 与 和 改
变

● 明确利益相关者（应急服务机构人员、所有相关政府机关代表、私有部门
人员和公民社会组织人员），使他们能广泛地参与到针对整个城市和特定
区域的风险管理论坛中来

● 提倡并支持开展跨部门灾害应急规划
● 承认并激励能提升恢复力的公私合作模式
● 在城市情景下，为长期复杂的谈判和协调过程做好准备

6.促进多层级
的协同配合

● 倡导和支持国家政策制定与立法，为提升城市恢复力创造有利环境
● 倡导优先开展多层面的应急规划
● 支持街道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参与城市规划和发展论坛，并提出其面

临的风险与恢复力问题

7.借鉴并建立
多 渠 道 知 识
体系

● 鼓励市政府借鉴其他城市减少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的经验，比如通过联合
国国际减灾署发起的“增强城市恢复力行动”及“可持续城市运动”展开
学习（见工具与资源141页）

● 支持开展降低城市风险与适应的行为研究，满足减灾行动对工具、方法及
成功实践模式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8.秉持灵活性
和响应性

● 在建造技术、材料的选取及土地利用规划中，倡导环境的可持续，灾害与
气候的可恢复

● 倡导对多灾种多影响预测和早期预警系统G进行投资
● 运用气候变化方面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环境健康、安全宜居与就业做长

期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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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注重不同时
间尺度

● 将备灾作为优先事项，在灾害事件中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及大
量人群的有效管理

● 倡导关键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特别是学校与医院）必须具备灾害与风险
抵抗力

● 灾前开展灾害响应与恢复规划工作
● 城市减灾规划需包含小城镇与中等城镇，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速度最快

10.遵循无害
原则

● 加强与街道团体和公民社会网络的协作，因为其对目标群体和目标区域十
分了解并能及时识别未知的影响

● 基于降低灾害风险与气候变化原则，在城镇地区开展灾害重建与恢复项目

专栏5.2　城市情景下各个领域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范例

土地利用与住宅

● 除了满足环境可持续标准与人类福祉标准外，倡导依据灾害和气候变

化风险分析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其中需包含专门针对低收入家庭区域的条款。

● 倡导官方认可已建造的非正式住宅，可以作为城市与个人实施减灾和

适应措施的投资基础。

● 针对具备气候和风险抵御能力的住宅设计和材料进行示范，并促进类

似项目的开展。

供水与卫生设备

● 从住户到市政层面，促进水供应渠道多元化，适应水资源的波动。

● 在住户与市政层面，分别开展并促进废水回收利用，减轻（季节性）

水资源供应压力。

● 增强排水系统的暴雨泄洪能力。

● 针对城市内及其周边的生态缓冲区（例如林地、积雨洼地、洪泛平

原），开展保护行动，提升保护意识。

生计

● 为生计多元化提供赠款、信贷和培训，使之适应气候变化。

● 为个人住宅与财产提供小额保险。

● 提倡为当地企业的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保障其就业/补偿的持续性。

● 发展城镇家庭农业或者社区农业，实现家用消费与创收，如植物床和

共享的社区农圃。在合适的情况下，将再生废水用于灌溉。

备灾

● 通过教育与培训项目及社区体育和社会活动，提升社区居民对灾害与

气候变化风险的认知。

● 为地方政府和市政府相关的灾害响应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和设备。

● 使市级灾害响应工作人员认清自身责任，明确备灾与响应的协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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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保障所有行动互补而非重复。

● 运用合适的媒体与技术，支持开发社区早期预警与疏散系统。在一些

城市地区，社交媒体平台与移动电话是最有效的大众传媒方式。

● 促进各城镇在紧急事件中相互支持与合作。

● 最有效的灾害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也能同时满足当前社区和城

市发展的需求，应当作为当地的优先事项。

● 保障应急物资与设备存储在安全地带。

● 在减灾与应急响应行动中，要特别关注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

案例分析：贫民窟灾害预防与减灾

项目实施地：危地马拉

项目实施方：多方合作组织—当地政府（几个部门），业务中心组织，

非政府组织（包括乐施会）

1998年“米奇”飓风给危地马拉带来了巨大损失和破坏，并凸显出

危地马拉城市贫民窟的脆弱性。为了提升危地马拉城贫困居民的恢复力，

在大量贫民窟社区开展了多机构协调联动的减灾项目。虽然这些项目官方

目标是降低灾害风险，但实际上也从整体上改善了贫民窟状况。项目主要

关注易受到滑坡、洪水、地震、流行病（粪口感染，登革热）威胁的社

区，其脆弱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对贫困的关注较少、社会对贫

民窟的漠视、缺少社会凝聚力、贫穷、贫富差距大、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等。而犯罪行为与暴力冲突进一步提升了这些城郊居民的风险等级。

基于一系列的严格标准，对30个社区进行了评估，仅有4个被选为

项目实施地。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成员与当地社区一起改善基础

设施，例如人行道、排洪系统、挡水墙、出水口构造、再造林、配水系

统，小口径下水道系统以及公共大厅；通过对当地社区委员会及社区成

员进行培训，提供相应物资，加强其能力建设，并倡导通过合作加强他

们与政府的联系。

通过该项目建设了超过5千米的人行道与阶梯（在雨季可以作为排洪

通道），并修建了超过3千米的挡水墙及2.5千米的小口径下水道系统。

整个恢复重建成本大约为每个社区成员60美元。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得出如下结论：①虽然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目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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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一致，但并不妨碍其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②项目实施需要大

量人员参与，要让各种技术人员与权威人士联合起来行动；③要挖掘脆

弱性根源，提升贫民窟恢复力，开展倡导活动争取多方的支持；④要尽

力快速解决社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即使所解决的问题再小，也能表明

项目的严肃性），从而获取社区成员对项目的认可与接受。

项目聚焦于城市贫民窟居民，明确其享有减灾的权利，识别其责

任，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使之具备抵御未来灾害的能力。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41页。

5.4　缓发性灾害

5.4.1　缓发性灾害情景的特征

“缓发性”是从事发展与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所用的一个术

语，是指在复杂的环境中致灾因子逐渐累积（通常几周到几个月，甚至

几年的时间）而形成的灾害75，并非起源于单一的、独立的事件。

2011年非洲合恩发生的大规模粮食紧缺G和饥荒就是最近发生的缓

发性灾害典型案例。在该事件中，由于长时间无法形成降雨引发干旱灾

害，同时伴随长期贫困与营养不良，食品与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牲畜贸

易条款不合理，以及部分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最终形成了影响1300万

人的大灾难76。事实上，在灾难前几个月合恩已经出现了人道主义紧急情

况的早期预警信号，但灾难还是发生了77。

缓发性灾害的特征如下：

（1）复发性——致灾因子及由多年现象形成的环境条件反复作用，

比如厄尔尼诺与南方涛动。

（2）广泛性——经常造成跨地区甚至跨国度的影响。

（3）对生计G与健康的有害性——虽然与突发性灾害相比，造成的

死亡人数较少，但随着情况的日益恶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会不断增加。

（4）很难衡量其经济损失——缓发性灾害往往会造成多年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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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降低与工作机会丧失。

（5）可预测性——缓发性灾害往往伴随着早期预警信号，可以对其

进行监测，并及时开展规划，实施有效的响应措施。

专栏5.3　缓发性灾害情景的范例

（1）干旱——降雨量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经常造成水资源短缺。

（2）环境恶化——有毒物污染、滥伐森林、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荒漠化等。

（3）海平面上升——导致海岸带地区农业用地被咸水入侵，居民生计及

家园被破坏。

（4）海洋酸化——导致各种鱼类栖息的珊瑚礁产地的破坏。

（5）疫情暴发/流行病——导致接触病原体的人群生病甚至死亡，例如

洪水过后的霍乱或痢疾大爆发。

5.4.2　缓发性灾害情景下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如果有可靠的信息来源，缓发性灾害是可预测的，因此，通过早期

预警及防御措施可以有效减轻其危害。特别是缓发性灾害经常会由复发

性致灾因子所触发，因此，长期来看任何措施都要以降低危害的脆弱性

和暴露度为目标，提升处于风险中的社区的备灾响应能力。缓发性灾害

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往往是由于防灾抗灾能力的不足造成的。

表5.1　洪水早期预警与早期行动的范例

时间尺度 早期预警范例 早期行动范例

年
● 不断增大的降雨频
次和强度

● 定期更新风险图与应急规划
● 与受危人群一起开展防灾抗灾行动，如加固房屋、种
植再造林

月
● 预测下一个季节的
降雨高于平均值

● 更新应急规划
● 通知受危人群风险在不断增大，告诉他们如何降低风
险，比如清理排水管道与沟渠

周

● 预报持续性降雨，
由 于 高 地 水 分 饱 和
可 能 导 致 大 概 率 洪
水事件

● 紧密关注降雨预报
● 调动当地组织开展备灾响应
● 为短期减灾与响应调集物资，比如沙袋、粮食及为紧
急避难所储备洁净水
● 与其他应急机构一起协作

日
● 强降雨与高水位，
可能导致洪水

● 将牲畜、粮食及有价值的东西迁移到高地。向社区发
出早期预警，告知他们撤离步骤

小时
● 洪水沿河而下，进
入受灾地区

● 撤离

资料来源：摘编自国际红十字协会与红新月联合会. 2008.早期预警与早期行动. 日内
瓦，瑞士：国际红十字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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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导致缓发性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干旱、洪水。气

候变化改变了降雨分布模式并预计可能增大其频次与强度78，还会导致海

平面上升与温度上升，使得自然环境发生长期变化，影响资源分布及人

类和动物的健康。

缓发性灾害情景下的规划和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密切相

关，原因如下：

（1）为不断变化情景下的风险管理和分析提供长期的、综合的方法

框架。

（2）通过实施（针对多种危害的）减灾、备灾和适应措施，影响国

家、地区及人口等方面，提升人们应对不同情况的能力。

（3）通过实施情景规划与采取无悔适应G措施，鼓励居民与机构对

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

（4）极力避免由复发性灾害和环境恶化引发的贫困加剧甚至贫困固

化，打破恶性循环（灾害—应急—贫困）。

专栏5.4　面对干旱导致的粮食紧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措

施的范例

● 保护粮食生产：灌溉，土壤与水资源保护，避免径流损失，间作套

种，多元化种植，抗旱、抗涝、抗盐作物品种。

● 保证粮食供给：通过社会安全网络计划实施现金交易，食物分配，优

惠信贷，按劳配给食物或现金。

● 保存粮食：储存作物与种子，建立社区种子与谷物银行。

● 保障水供给：开凿钻井并维护，改善地下水供给条件，收集与存储雨

水，公平分配水资源。

● 保护牲畜：增加谷物与草料供应，销售多余牲畜，改善兽医服务并扩

大疫苗接种范围，增加信贷避免受压变卖种畜，旱灾后重新补足牧群，迁移至

牧草与水源更优良的地方放牧。

● 生计保护与多元化：作物多样化，建立家庭菜园，鼓励蓄养家禽或修

建鱼塘；外出打工；加强对价格信息和当地市场的了解；加强保护自然资源，

例如森林、草地和水源，实现农业生产保障和多元化。

● 从地方层面到国际层面的早期预警系统：气候监测与预报；干旱监

测；家庭粮食安全监测；信息传播与指导；情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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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灾害风险综合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缓发性灾害情景下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
因 子 和 气 候
变化的认知

● 分析气候变化对相关危害的影响，识别当地灾害新趋势（例如干旱发生频
次、新的疾病与患病模式、强降雨分布）

● 将灾害分析与长期气候变化趋势（例如不断增长的气温与水温）分析相结
合，形成对项目情景的综合认知

● 考虑缓发性灾害在更大地域范围（不限于目标地区和人群）的影响，气候
变化的影响及这些影响如何对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产生作用

2.增强对暴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 力 的 认
知

● 灾害期间，结合人口分布及相关的迁移路线、灾害影响规模与范围的数
据，评估暴露度；在长期规划中运用历史数据与预测的气候情景评估未来
潜在的暴露度

● 运用应对策略指数G和儿童营养不良趋势预测法，定期开展脆弱性监测，
使其成为缓发性灾害与气候长期变化早期预警机制之一

● 设计评估方法和问卷调查，收集受灾人群应对缓发性灾害的（传统的和目
前的）措施信息，并设计项目改进完善这些措施

● 培育并利用有影响力的媒体，让人们认清脆弱性、暴露度、致灾因子与气
候变化影响之间的关系，并突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投资需求

3.明确权利和
责任

● 运用脆弱性评估方法，识别不同群体在健康、教育、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不
平等，并评估其对脆弱性的影响

● 在干旱情景下，倡导对水资源与牧草传统权益的认可
● 与突发性灾害相类似，开展针对缓发性灾害的及时行动和资源分配，支持

该方面的立法与政策制定
● 依托早期预警数据，倡导捐助者和国际社会开展早期响应

4.加强受危人
群 的 参 与 和
行动

● 让受危人群参与到早期预警系统指标的筛选中，其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帮
助确定危机等级和外部干预时机

● 在危害到达临界点之前，通过社会安全网络提供现金干预，使得处于风险
中的人群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 在缓发性灾害危机期间，尽早与社区进行协商，制定基于社区优先事项
（比如生计保护）、经验、技能和资源的规划

● 信息鸿沟（如牲畜与作物交易市场环境的改变）可能导致社区居民无法采
取及时的抗灾行动，要帮助他们识别这些鸿沟并支持他们发掘获取信息的
途径

5.促进系统性
的 参 与 和 改
变

● 促进所有相关人员（发展和人道主义者、政府人员、非政府人员、私营部
门人员和公民社会组织人员）开展及时和持续的信息共享，为应急规划与
早期行动提供基础

● 支持开展由联合国与国家引导的强有力的合作，开展跨部门早期抗灾行
动，明确关键人员的角色与责任

6.促进多层级
的协同配合

● 支持并倡导多层次早期预警系统、应急规划及应急预算，促进各层面迅速
展开行动；明确每一层面的角色与责任

● 倡导地方层面相关人员参与国家层面的灾后评估及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
化适应政策制定；支持他们收集并分享来自地方层面的信息

7.借鉴并建立
多 渠 道 知 识
体系

● 将气候变化信息与受危人群联系起来，例如气象服务，支持以用户友好的
方式传播气候信息

● 对项目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认清灾害与气候变化风
险的内在联系

● 向受危社区中的老人咨询传统的抗灾策略；鼓励社区间及利益相关者之间
的交流，探讨现在及未来情景下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 对成功抵御缓发性灾害的案例，记录并传播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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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秉持灵活性
和响应性

● 定期监测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方面的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从而调整管理
措施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对于未来可选取的合理措施的新认识可以成为
现行规划的一部分

9.注重不同时
间尺度

● 支持为缓发性灾害早期响应创建灵活的资金渠道与资助方式，避免对抗灾
行动造成延误

● 资助备灾措施（例如谷物储存、洪水避难所、提升干旱期间及时削减库存
的意识）

● 支持对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及现阶段的需求展开研究
● 在人道主义与早期恢复G规划中，包含恢复力提升措施（比如水源的保护

与改善），以保障受灾人群能够应对未来的灾害与气候变化风险

10.遵循无害
原则

● 利用缓发性灾害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特点，通过现存的体制结构和社会援
助网络为其提供协助

● 在备灾过程中，考虑干预措施对当地市场与社会态势的潜在影响（例如食
物分发对当地粮食价格的影响，以及现金计划对家庭内及家庭间支撑系统
的影响），优先选择既能满足现阶段需求又能提升长期恢复力的措施

案例分析：玻利维亚对冰川快速融化影响的适应79

项目实施地：玻利维亚

项目实施方：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及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英国国

际发展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联合国人居署

安第斯山冰川占到整个地球淡水资源的10%。对于生活在冰川融化

地区的贫困与脆弱人群而言，该冰川的融化导致了可供获取的水资源减

少，并增加了突发性灾害风险，例如滑坡、泥石流与湖泊溃决。国际救

助贫困组织开展了“热带安第斯山脉地区对冰川快速融化影响的适应”

项目（2008年7月—2012年9月）。该项目针对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

亚热带安第斯山脉等地冰川快速消退的现象，通过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措

施，尤其是与冰川消退有关的措施，试图提升当地生态系统与经济的恢

复力。

为了完成该项目，国际救助贫困组织与大学、研究机构及气象部门

合作，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及公民社会组织等方面借鉴经验并建立了

多渠道知识体系。

当地社区居民反映，他们注意到最近几年温度在上升，降水模式

在发生变化。农民不得不种植短周期作物品种，但这些品种并不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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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抗旱，同时降雨变化也在影响着依赖于雨养农业的农民。虽然大多

数居民注意到多年来冰川在消退，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些相关的变化

（例如对径流或者水供应的影响）会对现在或将来产生影响，而可获

取水资源的变化可能是未来冲突的潜在根源。在男人主要从事非农工

作（例如开矿）的地区，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照顾家庭，这使得

他们面对不利影响时更加脆弱。对作物与人体健康的威胁及对水质的

影响令人十分担忧。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湿地退化，当地居民反映了湿地减少对他们生计

产生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干旱、霜冻与冰雹导致牲畜损失增大，粮

食产量降低，种植与收获周期（在过去管理良好）发生变化；作物与牲

畜的病虫害增多；作物生物多样性减少；干季水源水井的消失，导致用

水冲突；短期强降雨增多，引发洪水和滑坡；霜冻季节变短，传统的农

业活动无法开展，例如将马铃薯做成薯干（生活在安第斯山脉高海拔地

区的农民储存粮食的方法），从而对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运用气候脆弱性与能力分析手册，国际救助贫困组织设计并实施了

试点项目。基于对目标流域的综合管理而实施的干预措施包括：为了恢

复蓄水层开展的植树造林与牧场保护；滴灌；抗旱和抗热作物培育；阿

尔卑斯冻土带的管理规划；土壤保护实践；开发对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

源压力较小，并且对气候变化不敏感的非农业生产活动。

试点干预措施的分析表明，在项目实施地区，政策与制度框架要么

不存在，要么刚刚起步，并且缺乏自然资源管理。人们往往缺乏对气候

变化影响规划以及灾害风险管理政策（不同层面）的认识，也不了解气

候情景（支撑决策者制定政策）的作用及其对水供应的影响。

经验教训包括以下方面：①将国际救助贫困组织的气候脆弱性与能

力分析手册应用于当地情境，能为项目提供更多关于当地特定自然资源

的信息；②项目团队往往能在社区层面进行可靠的分析，而在城市层

面、地区层面及省级层面则不具备作出同样深入分析的知识和能力，因

此，需要运用特定归纳法总结项目团队如何取得气候脆弱性与能力分析

的预期结果，以及国际救助贫困组织基于社区层面的适应框架勾勒出的

四种策略；③提升项目团队的能力，促进对气候变化与适应关键概念的

理解，以及对各种气候脆弱性与能力分析工具的掌握；④与专业机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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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合作，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协作，从而改善分析结果；⑤加强对气

候相关危害事件的综合分析，以更准确理解当地正在发生的情况，并设

计最合适的适应与响应措施；⑥在受灾社区以最适合的方式定期开展研

讨会，有效收集不同脆弱群体的意见和建议。



 本章旨在帮助从事发展和人道主义的工作人员，通过倡导和治理等

相关工作，支持和鼓励受危社区、各级政府和公民社会G，为提升灾害风

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创造有利的环境。这一章内容主要包括：

● 解释说明：

（1）关于治理、倡导和创造有利环境的关键术语、基本概念和研究

方法。

（2）关于治理、倡导、灾害风险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关键问

题。

● 在治理和倡导所能干预的范围内，应用综合方法进行灾害风险管

理G 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指南，包括10项原则的应用。

● 有关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治理和倡导案例分析。

● 将工具和资源与相关组织机构联系起来，在治理和倡导所能干预

的范围内，促进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实施。

6.1　治理

治理G是指政治、经济和行政各级部门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治理包

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和团体通过这些机制、过

程和制度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行使他们的法律权利，履行他们义务及

调解他们之间的分歧。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社会中所有相

关的团体，包括从家庭到地区、省级、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私营部门和

社会组织80。只有当有效、有责任、透明、广泛且响应积极的政府部门网

络与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受危人群共同努力，为提高社会备灾、

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
化适应创造有利环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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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灾及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而创造出有利环境81，82时，才能体现出提升灾

害风险管理与气候恢复力G的良好治理效果。治理受诸多（正面的或者负

面的）因素的影响，包括权力结构、文化和宗教准则、政治意识形态等

因素在内的非正式治理机制，这些因素都可能成为有力的风险治理驱动

因素83。

治理工作决定了人们所能获取的资源、技能和技术，从而保护人们

免受危害G的影响，并有效恢复和适应长期的气候变化，因此，从事风

险灾害管理G与气候变化适应G的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充分理解治理的概念

和过程。相关工作人员需要明确社区内外个人和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能

发挥的作用，了解他们与各阶层人群，尤其是高风险群体之间的相互影

响，以及识别出良好的治理活动所面临的障碍和制约。这将有助于从事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人员规划和实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并能产生大规模影响的治理项目84。

专栏6.1　治理的各种范例

机构

● 公共：提供生计方面相关信息的农业推广部门。

● 私人：为贫困人口提供生计投资的储蓄机构和信贷组织。

● 公民社会：城市环境中以社区为基础，倡导满足居民需求的合作社。

政策和流程

● 政策：有助于降低风险的暴露度，以及禁止在洪水易发地区进行建设

的国家土地利用政策。

● 立法：为基础设施建设设定最低危害抵抗力标准的建筑法规。

● 机构：受危人群获取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力关系。

资料来源：改编自Pasteur K.2011.From Vulnerability to Resilience：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action to build community resilience. Rugby，UK：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关键问题

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治理面临着诸多艰巨的挑战，包括以下内容85：

（1）分配和公平的相互联系：灾害和气候变化后果G对不同群体的

影响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没有一个能适合所有人的气候风险管理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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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方法，因此，选择方法时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并以此为

据设计和实施应对方案。

（2）社会范围：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治理涉及社会的各个部门，在

治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机构等需要充分了解各种交叉性问题，以及这

些问题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使得治理变得更加困难和

复杂。

（3）科学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更加科学、

判断更加准确，但灾害事件的发生和气候变化风险依然具有巨大的不确

定性，这使得治理工作中的决策工作更加复杂和困难。

（4）时间尺度：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是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带来的

积极影响无法再当届政府任期内显现出来，这使得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

变化适应工作无法吸引政府决策者的重视。

（5）全球影响：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应对气候

变化也必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行为。然而，如此大范围的、国家间的行

为协调仍然是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难

题仍待解决。

许多国家现有的灾害风险管理措施（制度）仍然无法应对最高风险

所带来的挑战。此外，在灾害影响最大的区域，联合国兵库行动框架与

其实际执行情况间的差距越来越大86。地方层面的风险治理已被确定为区

域水平上推进风险管理活动的一级有效措施87，包括：地方当局和利益相

关者G的共同决策；完成技术性和功能性任务（如风险评估、规划和预算

编制）时的公开合作；通过加强公众监督，提升地方政府对风险治理的

责任和承诺。当然，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地方风险治理需

要通过建立各级联盟，得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支持。

专栏6.2　地方风险治理的范例

参与

● 全员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

参与，以确保决策的代表性和针对性。

● 性别平等，女性和男性平等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 考虑儿童和青年人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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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政府、社区、私营部门、公民社会、学术界和其他相关者之间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促进风险治理措施达成社会性共识。

当地能力

● 风险管理政策应当落实到位，并进行定期审议，以有效保护弱势群体

（老年人、少数民族、儿童和青年、残疾人、移民）免受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 当地风险管理实践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当地的知识、技术水平和资

源水平等实际情况。

● 地方要制定具体的行动规划，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实。

● 地方政府应为风险管理活动配备充足的资金预算。

问责制和透明性

● 建立可以衡量风险管理政策实施进度的参考点或基线。

● 社区和公民社会参与到当地政府风险管理的监督过程中，当风险进展

缓慢时能够提出申诉并得到回应。

● 定期开展信息收集工作，收集、整理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的相关信

息，并绘制灾害风险和气候变化信息图。

● 定期向弱势群体提供更新的、易于理解的风险和防范措施等信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Global Network for Disaster Reduction.2011.‘If 

we do not join hands...’：Views from the frontline 2011 . Global Network for 

Disaster Reduction.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治理活动中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
因 子 和 气 候
变化的认知

● 提高受危人群对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使他们认可政府和执行机构
所实施的风险管理措施

● 评估已知危害和预期的气候变化效应对现有治理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尤
其是涉及多个治理主体时（例如跨部门的流域管理），更要加强对治理结
构的影响评估

2.增强对暴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 力 的 认
知

● 通过评估治理的内容与现有或未来项目的相互联系，确定影响受危人群决
策的最合适的切入点，包括规划流程、机构和参与者、任务和决策过程，
以及现有政策和措施等，以更好地理解如何降低受危人群的暴露度G和脆
弱性G，提高受危人群的适应能力

3.明确权利与
责任

● 监测和审计政府关于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目标（如果存在）的进
展情况，并向受危人群、当地政府及其他相关者汇报评审结果

4.加强受危人
群 的 参 与 和
行动

● 通过加强当地的民主程度（包括下放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的
相关权利），提升公众参与的责任感和能力

● 支持分散式和参与式决策方案，传达受危人群和最脆弱群体的声音。在地
方层面，需要更多的权利、知识和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地方政府和其他利
益相关者对治理的需求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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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促进系统性
的 参 与 和 改
变

● 许多潜在的系统性问题（如权力结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因素等）影响
并增加受危人群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

6.促进多层级
的协同配合

● 鼓励政府部门和机构打破体制障碍，共同合作，成立跨学科合作小组（而
不是以独立的学科），应对灾害和气候风险

● 在不同层面开展倡导活动，建立便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知识共享的过程
或结构，加强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之间的联系

7.借鉴并建立
多 渠 道 知 识
体系

● 治理决策过程中，广泛吸收来自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或建议，支持跨部
门政策的制定和整合

8.秉持灵活性
和响应性

● 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及由此产生的治理结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使制定
的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措施更适合不断变化的新环境

● 促进受危人群和政府获取最佳的气候变化影响信息，并相应地制定和调整
治理计划

9.注重不同时
间尺度

● 与各级政府合作，使他们能够充分整合和利用不同时间尺度的科学信息
● 由于决策及其相应的应对战略往往遵循短期选举周期，决策者需要认识到

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长期性，可能与决策时限不相符

10.遵循无害
原则

● 与各级政府合作，制定并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
● 帮助政策制定者获取当地的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信息

案例分析：公民社会在灾害管理立法中起到的作用

项目实施地：印度尼西亚

项目实施方：印度尼西亚应急能力建设项目联盟，印度尼西亚人道主义

论坛，印度尼西亚前灾害管理学会秘书长88

印度尼西亚由地跨赤道的约17，000个岛屿组成，拥有2.34亿人

口，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侵袭最多的国家之一，每年有超过60万的

人口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2009年联合国全球灾害风险管理评估），仅

2011年第一季度，印尼就经历了67次大的地震（5.0级或更高）89。此

外，火山爆发、洪水、山体滑坡和海啸等也是印尼频繁发生的自然灾

害。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预计，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

到2030年印尼平均气温将上升0.8℃，降雨模式也将发生改变，雨季变

短并提前结束90。

2004年12月，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省的地震和海啸应对于救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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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提示我们，提高灾害预警、灾前应急防备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利益相

关者之间协调的重要性。虽然进程缓慢，制定灾害管理的法律成为当务

之急。

为了提高对全国范围内高水平灾害风险的认知，促进系统性地开展

灾害和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加强受危人群的参与和行动，ECB项目印尼联

盟在有志推进国家灾害管理立法发展和人道主义行动者中发起了讨论，

并在2005年3月举行了一场国家灾害管理立法研讨会。民间、当地和国际

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政府部门、军队和警察局等29个利益相关单位和

组织参加了研讨会，会议最终成立了法律起草小组，由印度尼西亚社会

灾害管理委员会担任法律起草小组的协调工作。印度尼西亚社会灾害管

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灾害管理人员、科学家、政府代表、国际（国内）

组织和其他灾害管理团体的非营利性组织。

随后，ECB项目印尼联盟召开了第二次研讨会，集体起草了国家灾害

管理法律草案，并提交众议院听证会听证，形成了一项法律草案计划，

但还需投票通过。

认识权利与责任是由小组动议提出的两个同步倡导流程，以促使

该法律成为众议院立法的优先事项。同时，民间也发起了法律立法的

社区宣传活动，并针对当地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研讨会，以增强对此

项立法倡议的支持。吸引多方人员的参与和努力，促使灾害法律草案

成为优先事项，并在两年内从众议院优先法案名单上的第287名上升

到第3名。

2007年4月26日，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2007年第

24号有关灾害管理的法律。法律通过后，政府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国家灾

害管理委员会（BNPB），并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建立了相应的灾害管理机

构，负责灾害管理（包括备灾、救灾、恢复和重建的各个阶段）。

人道主义交流杂志在2009年6月的报道中称：“随着新法律的通过，

灾害管理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对于灾害的态度也从宿命的接受向主动管

理转变。不过，现在还不能确定，如果出现其他的威胁（例如摇摇欲坠

的经济、宗教极端主义或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目前有关灾害管理的行

动和能力在印度尼西亚是否还能继续持续下去。”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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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43页。

6.2　倡导

倡导是指通过影响和改变人类行为、政策、结构和系统，从而使其

发生积极变化的活动。倡导致力于促进那些能够实现自身目标的人们成

为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行动中的积极成员。倡导工作不一定要

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倡导将有助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谈判，

促进倡导者展示出他们的良好做法，以及帮助他们与其他组织和网络建

立联盟。

关键问题

虽然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等问题发生在地方一级，但是需要多层次

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全球化的干预。因此，为了提高灾害风险管理与气

候变化适应工作的效果，并提升受灾区的恢复力，需要从多个层面开展

倡导活动—— 从家庭到社区、区域、国家，一直到国际层面。例如，

在2010年孟加拉国飓风“艾拉”发生之后，ECB项目国家联盟和其他组

织在地区和省级层面发出倡议，建议重建已被破坏的河堤。在国家层面

上，建议制定并实施孟加拉国灾害管理法。在国际层面上，灾害管理公

民社会组织环球网络（GNDR）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合作，确保将

各种资源分配到地方的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中，避免资源

过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维护人们的参与权和决策知情权。

专栏6.3　倡导的类型

● 建立关系（或游说）：建立普通群众与行政当局的互动关系并启动对

话程序，以解决人们的关键问题或需求。提高人们对该问题的认知度，并提出

可能的解决方案。

● 动员公众（或宣传）：针对相关问题及潜在的解决方案，开展公众教

育，提高公众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并鼓励他们采取相应行动。与相关人群展开

讨论，帮助他们了解各种情况可能会对他们造成哪些影响，并鼓励他们向有能

力解决不公平现象的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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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媒体合作：从业者可与本地或国家的媒体合作，传达某一情况的相

关信息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由于政府官员经常阅读、观看和收听媒体信息，因

此，与媒体合作可以是向官员传达信息的有效途径，而且媒体受众广泛，能将

信息传达给对该情况感兴趣或是有意参与其中的人们。

资料来源：Source：Shaw S. 2011.Why advocate on climate change? 

Teddington，U.K.：Tearfund.

倡导提升灾害和气候变化恢复力，对于解决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及其根源都非常重要。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工作人员不仅需

要与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合作，也需要与能对受危人群产生正面或

者负面影响的决策制定者合作。政府必须在提升灾害和气候恢复力的倡

导中担起重要责任，他们有责任维护公民的权利，包括享有“安全”的

权利92。

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倡导的核心目标和方法是让受危人群

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倡导能够为没有机会发出声音或声音无法被

传达的人群创造机会，也为其他人创造聆听机会，它有助于使公众成为

变革的活性剂（人们不仅了解自己的权利，并制定能引发自身生活真正

变化的策略）。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的10项原则在倡导中的应用指南

1.增强对致灾
因 子 和 气 候
变化的认知

● 利用参与式方法获得当地信息及灾害发生和气候变化预期效应的有用信
息，指导倡导的各项活动

2.增强对暴露
度 、 脆 弱 性
和 能 力 的 认
知

● 与受危人群和特定高危人群合作，分析对灾害和气候变化效应的暴露度和
脆弱性的形成原因

● 明确受危人群的恢复能力，通过对额外资源和政策改变等方面的倡导来提
升恢复力。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倡导的各项活动

3.明确权利与
责任

● 提高受危人群对灾害和气候变化对他们权利的影响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
进行倡导活动

● 通过大众化的宣传，支持受危人群对决策者和当权者所应承担的责任提出
要求

● 支持现有的国际框架，如《兵库行动框架》（HFA）和《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这些国际框架明确了与灾害和气候变化有关的
权利及责任的重要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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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受危人
群 的 参 与 和
行动

● 通过宣传和教育进一步推动受危社区制定相关的宣传战略和行动计划，使
他们能够自己进行倡导和宣传工作

● 利用倡导活动帮助受危人群代表获得一定的政治空间（公平参与、信息公
开和问责制），从而代表自己的社区开展直接的倡导活动

● 采用参与式的方法，识别利益相关者、盟友和对手，筛选主要的受众，从
而确定倡导活动的目标人群

● 支持受危人群参与编制倡导活动的主要信息，倡导活动的信息须针对特定
的人群，专注于一个特定的议题，以行动为导向，并且简单、明了、简洁

● 支持受危人群参与倡导活动，有助于在《京都议定书》、《兵库行动框
架》和可持续发展G的原则之上。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国际气候变化
协议，表达受危人群所关注议题的倡导信息，这些信息须针对特定的人
群，专注于一个特定的议题，以行动为导向，并且简单、明了、简洁

5.促进系统性
的 参 与 和 改
变

● 与他人结盟或建立合作网络，增加对掌权者（包括主要决策者）的影响能
力，提出有说服力的、客观严谨的证据，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
帮助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可以降低灾害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行动，并大规模的
推广

6.促进多层级
的协同配合

● 鼓励各国政府将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方案
中，支持政府部门间的共同协作，而不是单个部门各自工作

● 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设计和实施相关的倡导活动

7.借鉴并建立
多 渠 道 知 识
体系

● 设定能够影响特定目标人群的证据和信息的类型。例如，广告宣传更适合
普通大众，而定量的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对政府更具有影响力

8.秉持灵活性
和响应性

● 设计倡导的相关活动时，增强倡导活动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响应不断变化
的政治环境，保持倡导活动与不断变化环境的高度相关性，提高倡导的有
效性

9.注重不同时
间尺度

● 制定和实施能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提供路线图的倡导计划，这对于跟
踪倡导活动的进展和实现倡导活动不同阶段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10.遵循无害
原则

● 监测和评估倡导活动，分析倡导活动的优势和劣势，避免可能会伤害受危
人群的倡导计划

● 与地方当局和各级政府合作，制定或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

案例分析：富有恢复力的洪灾后城市规划93

项目实施地：玻利维亚

项目实施方：乐施会，FUNDEPCO

特立尼达是玻利维亚贝尼省的首府，拥有约10万人口，是玻利维亚

亚马逊地区一个迅速扩大的二级城市。为了防止城市受到洪水侵袭，特

立尼达市在环城道路以内建立了一个保护圈堤坝。但是，城市的自然增

长导致棚户区（贫民区）建立在堤坝保护圈之外。

2007年，严重的洪水灾害损毁了环城公路、畜牧业和农业等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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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立尼达城郊的3200多户家庭受到严重影响，其中大部分被迫寻求

临时避难所。2008年，该市又发生了更频繁的洪水灾害，而且在两次洪

水之间，城市还出现了异常艰难的干旱期。

2007年和2008年洪水过后，乐施会、玻利维亚的非政府组织、

FUNDEPCO与市政当局密切协作，实施了多项应急干预措施。在应急响应

之后，当局认识到了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并得到乐施会和FUNDEPCO

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制定了一系列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的发展

规划。该项目耗时两年，包括地质学家、水文学家、经济学家、建筑师

和社会学家在内的15名专家参与其中。项目实施过程中，还有市政机

构、民间团体和特定人群（儿童、老人等）的代表通过采访、磋商和焦

点小组讨论等方式，积极参与推动项目的整体设计，以及具体干预措施

的实施。

在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下，当局开发了15年内的一系列土地

利用规划，另外，市政五年发展规划也正式启动。到2012年，包括提高

防洪治理设施的建设、废弃物管理系统的改善和宣传活动等多项行动和

措施已经得到落实。该市已经达到了“城市恢复力的10项原则”中的5项

（参见工具和资源第151页），并成为“提升我们城市的恢复力”活动

中的榜样城市。综上所述，在这一项目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促进系统性

的参与和改变，以及多层级的协同配合为项目的完成作出了很大贡献。

＊工具和资源＊

更多信息和链接，请参考工具和资源第144页。

6.3　倡导网络平台

6.3.1　国际层面

（1）国际气候行动网络（CAN-I）：致力于气候变化工作，以期

影响国际和国家层面政策制定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网络。网址：www.

climatenetwork.org

（2）气候行动全球运动（GCCA）：致力于气候变化工作的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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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网址：http：//gc-ca.org/

（3）全球性别与气候联盟（GGCA）：包含50多个联合国机构和

公民社会组织的联盟，联合致力于将性别观点纳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网址：www.gender-climate.org

（4）灾害管理公民社会组织环球网络（GNDR）：公民社会组织协

作，以改善受灾害影响人民生活的全球网络。网址：www.globalnetwork-dr.org

6.3.2　区域层面

（1）GNDR连接到世界各地的组织。 网址：www.globalnetwork-dr.org

（2）CAN-I是由许多区域性CAN机构组成。区域CAN机构的联系方

式可在CAN-I网站上获得。网址：www.climatenetwork.org

6.3.3　国家层面

有许多国家网络倡导灾害和气候变化问题。咨询其他致力于灾害和

气候变化的非政府组织或政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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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

综合气候变化适应与灾害风险管理的电子学习模块—模块1～5

一个关于综合气候变化适应与灾害风险管理的自助电子学习资料包。

Raks Thai Foundation，CARE International，Povert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Network（PECCN），CARE Nederland and CARE 

Australia.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tools

（1）CARE基于社区的适应项目工具包

如何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项目整个周期中的实用指南。工具包用于指

导实践者开展相关活动，有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多个版本。

CARE International （2010）.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toolkits

（2）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分析（CVCA）手册

鼓励受危人群分析灾害的原因，并与政府部门合作，以降低灾害和

气候变化风险。

CARE International （2009）. A. Dazé，K. Ambrose，C. Ehrhart.http：

//www.careclimatechange.org/publications/adaptation

（3）社区恢复力项目模块

帮助实地工作者和社区能够通过关键点分析来识别风险和提升恢复

力的一系列项目模块，提高关注《兵库行动框架》列出的五个优先事项

和生计资本的干预能力。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http：//www.resilienciacomunitaria.org/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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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区脆弱性和能力评估工具（COVACA）说明手册

一系列实践活动，来帮助社区识别可能的灾害风险及应对灾害风险

的能力和相关的备灾措施。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n.d.）.http：//www.wvafrica.org/download/

drr/COVACA%20Instruction%20Manual.pdf

（5）格兰朵 

一个基于社区的整合工具包，通过提升社区恢复力，对可预见的问

题采取预防策略，增强当地的应对机制和社区能力，降低突发性灾害和

缓发性灾害对社区的影响。

World Vision Mozambique （2011）.www.wvafrica.org/index.

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22&Itemid=361

（6）灾害风险管理工具包：将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和地区

发展计划相结合

一套灾害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工具，帮助工作人员将风险评

估和项目设计要素与长期的发展计划相结合。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2012）.www.wvasiapacific.org/drr

（7）参与式的能力和脆弱性评估（PCVA）：从业者指南

一种利用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风险分析和计划过程的工具，在自

然灾害是贫穷和痛苦的主要根源的地区，帮助工作人员和合作组织增强

社区的参与度。

Oxfam GB （2012） .http： / /www.scribd.com/doc/99334979/

Participatory-Capacity-and-Vulnerability-Analysis-Apractitioner-s-guide

（8）根 9：降低社区内的灾害风险：参与式的灾害风险评估（PADR）

帮助社区群体评估致灾因子对任何潜在灾害程度和规模的贡献，并

制定地方规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并降低灾害风险的一种工具。

Tearfund （2011）.http：//tilz.tearfund.org/Publications/ROOTS/Reduci

ng+risk+of+disaster+in+our+communities.htm



提升恢复力116

（9）脆弱性和能力评估工具箱（VCA） 

一个参与式的调查过程，用于评价当地人群面临的风险、他们对风

险的脆弱性及应对灾害和灾后恢复的能力。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Crescent Societies 

（IFRC） （2007）.Link to VCA site：http：//www.ifrc.org/Global/

Publications/disasters/vca/vca-toolbox-en.pdf. Link to VCA toolkit：http：

//www.ifrc.org/en/what-we-do/disastermanagement/preparing-for-disaster/

disaster-preparedness-tools1/

（10）从脆弱性到恢复力：提升社区恢复力的分析和行动框架

一个旨在提升社区恢复力的分析和行动框架。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2011）. K. Pasteur. www.practicalaction.

org/media/download/9654

（11）是否准备就绪：评估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在制度方面的特征

如果一个国家想持续有效地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执行国家层面的功

能框架，包括评估、优先化、信息管理、协调和风险降低。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2012）. A. Dixit，H. McGray，J. 

Gonzales，M. Desmond.http：//www.wri.org/publication/ready-or-not

（12）磋商文件：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ACCRA）的地方适应

能力框架（LAC）

评估那些能够促进适应能力发展的相关因素的框架，这些因素包括

体系与权利、知识与信息、决策制定与治理。

Africa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Alliance （ACCRA） （n.d.）.http：//

community.eldis.org/.59d669a7/txFileDownload/f.59d669a7/n.LACFconsult.pdf.

（13）国家兵库行动框架（HFA）监测2011—2013年

 一个收集HFA进展信息的在线工具，经过多个利益相关者审核后生

成重要信息。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hfa-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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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a-monitor/ Guidance notes：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

hfa-monitoring/documents/HFA-monitor-userguidance-final.pdf.

（14）具有灾害恢复力的社区特征：指导性说明

该指南帮助从业者和社区人员为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选择

相关的指标，一些指标可以作为降低风险的替代指标。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British Red 

Cross，Christian Aid，Plan International，Practical Action，Tearfund，

Actionaid （2009）. J. Twigg，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ttp：//

community.eldis.org/.59e907ee/Characteristics2EDITION.pdf p. 44 Local 

particip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15）环球手册：人道主义宪章和人道主义救援的最低标准

基于权利和参与式方法的人道主义救援指南。

The Sphere Project （2011）.http：//www.spherehandbook.org/

（16）灾害风险管理问责制：菲律宾的经验

简述国家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重要责任，菲律宾案例说明。

Climate and Disaster Governance （2010）.E. Polack，E. M. Luna，J. 

DatorBercilla.http：//community.eldis.org/?233@@.59e9a75e!enclosure=.59e

9a99b&ad=1

（17）红十字会红新月会气候指南 

如何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执行适应战略的分布指南。

IFRC （2002）.http：//www.climatecentre.org/site/publications/85

（18）基于社区的风险筛选工具—适应和生计（CRiSTAL） 

评价和强化项目对本地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的决策支持

工具。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

Stockholm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SEI），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Inter Cooperation （2011）. http：//www.iisd.org/cristal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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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CEDRA：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风险和适应评估 

项目评估和决策支持工具（2012）。

M. Wiggins.Contributions from M. Williams.http：//tilz.tearfund.org/

Topics/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CEDRA.htm

（20）风险区划和气候预测 

一个结合已知灾害信息和致灾事件地点和范围信息的网站，可视化

描述已观测的和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

Pacific Disaster Center.www.pdc.org Pacific Disaster Centre. http：//

www.pdc.org/atlas/Interactive Global Hazards Atlas showing disaster risk and 

climate forecasts.

（21）基于预测结果的决策指南和资源

关于拉尼娜的背景信息，季节性预测的描述，将预报与适当的行动

相联系、以及预报监测和决策支持的资源。

Red Cross/Red Crescent Climate Centre，IFRC，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IRI） （n.d.）. 

http：//www.climatecentre.org/downloads/File/IRI/2012/IMPORTANT_

FORECAST_GUIDANCE_AND_RESOURCES-May.pdf

（22）气候变化国家特征

包含有关观测到和预测的气候变化的图谱和分析图的国家报告（不

是所有的国家均汇编入集）。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School of 

Geographyand the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Oxford.http：//country-

profiles.geog.ox.ac.uk/

（23）气候向导

一个基于网络的程序，旨在帮助技术和非技术受众都能获取主要的

气候变化信息。

The Nature Conservanc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2009）.http：//www.climatewiz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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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气候分析指标工具

旨在为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的政策讨论提供指标和分析方法的工具。

WRI.http：//cait.wri.org

（25）将气候变化适应与生计安全相结合-工具包1：框架和方法 

致力于帮助从业者将未来气候变化分析与主流生计相结合的工具包。

Christian Aid （2010）.http：//www.adaptationlearning.net/sites/default/

files/Adaptation%20toolkit%201.pdf

（26）将气候变化适应与生计安全相结合-工具包2：开展气候变化分析 

通过发掘气候科学和社区知识，致力于帮助从业者理解气候长期趋

势和短期变率的工具包。

Christian Aid （2010）. http：//unfccc.int/files/adaptation/application/

pdf/christianaid_ap_update_sep_09_toolkit_7_sp.pdf

（27）将气候变化适应与生计相安全结合-工具包3：提出战略规划和

行动计划

致力于帮助从业者将气候变化适应与所有的生计规划相结合。

Christian Aid （2010）.http：//seachangecop.org/files/documents/

Adaptation_toolkit_3.pdf

2.1 　关键群体：儿童

（1）儿童权利公约（CRC）

保障全世界儿童基本人权的一项基本国际法律。

Fund （UNICEF） （2009）. Summary document：

http：//www.unicef.org/crc/files/Rights_overview.pdf

Full document：http：//www.coe.int/t/dg3/children/participation/CRC-

C-GC-12.pdf

（2）灾害风险管理的儿童宪章

本宪章旨在于提高对儿童相关需求的认识，包括以儿童为中心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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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风险管理方法，加强政府、捐赠者和代理机构采取合适的措施保护儿

童，在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中采纳儿童的知识和贡献。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Plan International，

Save the Children，UNICEF，World Vision （2011）. http：//www.

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database/CCC/Publications/children_charter.pdf

（3）气候变化下的儿童

以儿童为核心的研究、发展和人道主义组织的联盟，该联盟与儿童

和青少年一起分享知识并协调各种活动，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灾害风险

管理和气候变化预防与适应的重要性。

IDS，Plan International，Save the Children，UNICEF，World Vision 

（2007）. Children on the Frontline：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home.htm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database/plan/Publications/Plan-

WorldVision_ChildrenOnTheFrontline_2009.pdf

（4）我们的气候，我们的未来 

儿童利用电影记录气候变化对他们社区影响的项目。

Plan International  （2009） .ht tp： / /www.youtube.com/user/

planinternationaltv#p/u/6/ZlzIoNdLEDc

（5）儿童领导的灾害风险管理：实用指南

儿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能发挥的多样化、卓有成效的领导作用的指

南。其目的在于为与儿童协作的从业者提供相关的例子和理念，帮助他

们促进儿童领导灾害风险管理的过程。

Save the Children（Sweden） （2007）. L. Benson，J. Bugge. http：//

www.eldis.org/go/topics/resource-guides/aid/keyissues/disaster-risk-reduction/

education-and-drr&id=38480&type=Document

（6）以儿童为中心的灾害风险管理工具包

一套以儿童为中心的灾害风险管理工具包：①通过致灾因子、脆

弱性和能力评估培训儿童；②规划、监测和评估以儿童为中心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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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③儿童参与行动计划；④彰显儿童的主张。 

Plan International （2010）.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

org/database/plan/Publications/Child-Centred_DRR_Toolkit.pdf

2.2　关键群体：女性、男性

（1）性别和气候变化培训手册 

一个致力于提高政策和决定制定者能力，从而制定性别响应性的气

候变化政策和战略的使用手册。

I U C N ， U N D P ， U N E P ， G G C A ， Wo m e n '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and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EDO） （2009）. L. Aguilar. https：//

cmsdata.iucn.org/downloads/eng_version_web_final_1.pdf

（2）性别、气候变化和基于社区的适应 

性别敏感性、基于社区的适应规划、项目设计和执行指南-将性别与

基于社区的适应计划相结合的指南。

UNDP （2010）.K. Vincent，L. Wanjiru，A.Aubry，A. Mershon，C. 

Nyandiga，T. Cull，and K. Banda.Dr. L. W. Garmer （ed）. http：//www.

adaptationlearning.net/guidance-tools/gender-climate-changeand-community-

based-adaptation

（3）促进灾害风险管理性别敏感化：政策和实用指南 

国家和地方政府进一步执行《兵库行动框架》的政策和实践指南。

IUCN，UNDP，Uni ted  Nat ions  In te rna t iona l  S t ra tegy  For 

DisasterReduction （UNISDR） （2009）. http：//www.preventionweb.net/

english/professional/publications/v.php?id=9922

（4）适应、性别和妇女授权—CARE国际气候变化简报 

性别和气候变化简报，包括将不同性别适应纳入战略的观点。

CARE International （2010）.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files/

adaptation/CARE_Gender_Brief_Oct2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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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性别、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学习手册 

性别、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从业者指南。

Oxfam GB （2010） .h t tp： / /www.gdnonl ine .org/ resources /

OxfamGender&ARR.pdf

（6）性别和灾害风险管理：培训材料集 

关于性别和灾害风险管理的培训材料集。

Oxfam Great Britain （2011）. M.C. Ciampi，F. Gell，L. Lasap，

E. Turvill.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Full_

report_116.pdf

2.3　关键群体：高危群体

（1）灾害风险管理中身心障碍者的主流化参与：培训手册 

致力于提高行动者能将身心障碍者主流化在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的

能力。

Handicap International，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  I . 

Ulmasova，N. Silcock，B. Schranz.http：//www.handicap-international.fr/

fileadmin/documents/publications/DisasterRiskReduc.pdf

（2）家庭菜园：项目管理者、执行者和从业者手册

本手册为旨在提高家庭粮食生产和收入而从事粮食安全、营养和生

计项目的设计人员和工作人员提供指南。本手册是家庭菜园项目的技术

和经验汇编，该项目由南非紧急食品联盟（C-SAFE）在莱索托执行。

CRS （2008）. Adam Weimer.http：//www.crsprogramquality.org/

publications/2011/1/14/homestead-gardening.html

（3）机能、残疾和健康的国际分类

这一模型不专门针对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但是可以帮助

分析某个人的活动受限可能导致的潜在后果，以及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和

气候变化的障碍. 

WHO （2004）.http：//www.who.int/classifications/ic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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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周期管理：知识生成和管理

（1）国家兵库行动框架（HFA）监测2011-2013 

一个收集HFA进展信息的在线工具，经过多个利益相关者审核后生

成重要信息。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UNISDR）.

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hyogo/hfa-monitoring/hfa-

monitor/ 

（2）基于社区适应的参与式监测、评估、反思和学习方法（PMERL）：
地方从业者操作手册

针对脆弱社区人群的使用指南，该指南由不同领域的规划人员、实

践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完成，用于告知脆弱人群有关适应气候变化规划

和实施的信息。

CARE （2012）. J. Ayers，S. Anderson，S. Pradhan，T. Rossing.　

www.careclimatechange.org/files/adaptation/CARE_PMERL_Manual_2012.pdf

（3）项目监测和评估指南

该指南旨在推动对项目或规划的监测和评估形成共识并提出可信的

实践措施。

IFRC （2011）.http：//www.ifrc.org/Global/Publications/monitoring/

IFRC-MEGuide-8-2011.pdf

（4）监测和评估指南

一个包含14个模块的在线工具包，为监测和评估过程的设计、实施

和评价提供建议。World Food Programme （n.d.）. http：//www.wfp.org/

content/monitoring-and-evalutation-guidelines

（5）具有灾害恢复力的社区特征：指导性说明

该指南帮助从业者和社区人员为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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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指标，一些指标可以作为降低风险的替代指标。

DFID，British Red Cross，Christian Aid，Plan，Practical Action，

Tearfund，Actionaid （2009）. J. Twigg，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ttp：

//www.abuhc.org/Publications/CDRC%20v2%20final.pdf

3.2　项目周期管理：分析

（1）CARE国际气候变化摘要：适应、性别和妇女权益

一个描述性别和脆弱性联系以及如何将其体现在实践中的文件。

CARE International.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files/adaptation/

CARE_Gender_Brief_Oct2010.pdf

（2）综合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的电子学习模块—模块1-5

一个关于综合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的自助电子学习资料包。

Raks Thai Foundation，CARE International，Povert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Network（PECCN），CARE Nederland and CARE 

Australia.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tools

（3）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分析（CVCA）手册

鼓励受危人群分析灾害的原因，并与政府部门合作，以降低灾害和

气候变化风险。

CARE International （2009）. A. Dazé，K. Ambrose，C. Ehrhart.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publications/adaptation

（4）脆弱性矩阵

通过团体活动指令来明确与生计有关的灾害、脆弱性和能力。

CARE International （2009）. A. Dazé，K. Ambrose，C. Ehrhart.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cvca/CARE_CVCAHandbook.pdfp. 39 of 

CVCA.

（5）基于社区的备灾准备：入门指南

一个基于天主救济服务会（CRS）和合作伙伴对社区备灾经验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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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指南，包括建立社区组织和工作组，以准备和应对突发事件。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CRS），European Commission Humanitarian 

Aid（2009）. Cassie Dummett. http：//www.crsprogramquality.org/

publications/2009/11/20/communitybased-disaster-preparedness-a-how-to-

guide.html

（6）基于社区的风险筛查工具–适应和生计 （CRiSTAL）

与筛查工具有关的信息和资源。

IISD，SEI，Inter Cooperation（2011）. http：//www.iisd.org/

cristaltool/

（7）适应工具包：将气候变化适应纳入生计保障-工具包2：开发一

个气候变化分析系统

该工具旨在支持将气候变化和灾害纳入省级工作。

Christian Aid （2010）. http：//unfccc.int/files/adaptation/application/

pdf/christianaid_ap_update_sep_09_toolkit_7_sp.pdf

（8）参与式能力和脆弱性评估（PCVA）：从业者指南

采用多利益相关者参与风险分析和计划过程的工具，在自然灾害是贫

穷和痛苦主要驱动力的地区，帮助工作人员和合作组织增强社区的参与度。

Oxfam GB （2012） .http： / /www.scribd.com/doc/99334979/

Participatory-Capacity-and-Vulnerability-Analysis-Apractitioner-s-guide

（9）根9：降低社区内的灾害风险

帮助社区群体评估致灾因子对任何潜在灾害程度和规模的贡献，并

制定地方规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并降低灾害风险的一种工具。

Tearfund （2011）. P. Venton，B. Hansford. R. Blackman （ed）. 

http：//tilz.tearfund.org/Publications/ROOTS/Reducing+risk+of+disaster+in+

our+communities.htm

（10）气候分析指标工具

旨在为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的政策讨论提供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的工具。

WRI. http：//cait.w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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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EDRA：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风险和适应评估

项目评估和决策支持工具。

Tearfund （2012）. M. Wiggins.Contributions from M. Williams. http：

//tilz.tearfund.org/Topics/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CEDRA.htm

（12）国家适应能力框架（NAC）

一个适合所有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功能框架，包括评估、优先化事

项、信息管理、协调和风险降低。

WRI （2009）. http：//www.wri.org/project/vulnerability-andadaptation/

nac-framework

（13）气候变化国家特征 

包含有关观测到和预测的气候变化的图谱和分析图的国家报告（不

是所有的国家均汇编入集）。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School of 

Geographyand the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Oxford.http：//country-

profiles.geog.ox.ac.uk/

（14）气候向导

一个基于网络的程序，旨在帮助技术和非技术受众都能获取主要的

气候变化信息。

The Nature Conservanc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University of 

Southern Mississippi （2009）.http：//www.climatewizard.org/

（15）压力和释放模型

一个通过召开灾害和脆弱性会议，预测灾害可能发生时间的模型。

Routledge （1994）. B. Wisner，P. Blaikie，T. Cannon，I. Davis. 

http：//practicalaction.org/media/view/9654 See p. 96

（16）秘书处收到的非附件一国家信息通报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概述本国气候变化状况的国家信息通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为最不发达国家制定的国家适应行动计划（NA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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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mmunications：

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non-annex_i_natcom/items/2979.php 

NAPAs：

http：//unfccc.int/national_reports/items/1408.php

（17）项目设计手册

项目和规划设计的概念性框架手册

CARE International （2002）. R. Caldwell. http：//www.ewb-

international.org/pdf/CARE%20Project%20Design%20Handbook.pdf

3.3　项目周期管理：项目设计

（1）项目周期管理中的灾害风险管理：针对项目官员和管理人员的工具

一个基于避险将灾害风险管理整合到项目周期中的指南。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 （2007）.

SDCPrevention and Preparedness Team，M. Zimmermann （NDR 

Consulting）.http：//www.constructiongroup.ch/system/files/disaster+risk+re

duction+in+the+project+cycle+management.pdf

（2）社区适应活动的里程碑和指标框架（CBA）

为包含气候变化适应理念的社区项目确定潜在的里程碑和指标的

框架。

CARE International （2010）.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files/

toolkit/CBA_Framework.pdf

（3）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项目中的工具包

旨在为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项目提供指导的工具包。

CARE International，IISD （2010）.http：//www.careclimatechange.

org/tk/integration/en/open_toolkit.html

（4）气候智慧型灾害风险管理：提高气候恢复力

一个指导战略规划、项目开发和政策制定的框架，并评估现有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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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风险管理政策、项目和规划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效果。

Strengthening Climate Resilience （SCR），IDS （2010） .T. 

Mitchell，M. Ibrahim，K. Harris，M. Hedger，E. Polack，A. Ahmed，N. 

Hall，K. Hawrylyshyn，K. Nightingale，M. Onyango，M. Adow，S. Sajjad 

Mohammed. http：//community.eldis.org/.59e0d267/SCR%20DRM.pdf

（5）指导方针：灾害风险管理的国家平台

关于如何开发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灾害风险管理国家平台的指导

方针，帮助将灾害风险管理主流化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政策、规划和项

目中。

UNISDR （2007）.http：//www.unisdr.org/we/inform/publications/601

（6）计量适应能力：监测和评价气候变化适应的概念和方法

一个开发监测和评价系统的实用框架，可以跟踪项目发展过程中成

功或失败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

WRI，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MZ），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Zusammenarbeit 

（GIZ） （2011） M. Spearman，H. McGray. http：//www.wri.org/

publication/making-adaptation-count

3.4　项目周期管理：项目实施

（1）项目实施的基础

关注项目实施阶段的实地项目管理者指南。

CARE International（2007）. B.Durr，E. Johnson，J. Rugh，K. 

Furany，M. Chen，M. Rubio，R. Siles. N. Hussein（managing ed.）. http：

//www.careclimatechange.org/files/toolkit/CARE_Project_Implementation.pdf

（2）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项目中的工具包

旨在为将气候变化适应整合到项目提供指导的工具包。

CARE International，IISD （2010）.http：//www.careclimatechange.

org/tk/integration/en/open_toolk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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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的自我评估

一个用于获得一个机构整体印象的工具，描述该机构的各个发展阶

段，洞察该机构当前的和潜在的影响。

Tearfund （2003）.http：//tilz.tearfund.org/Publications/ROOTS/

Capacity+self-assessment.htm

（4）是否准备就绪：评估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在制度方面的特征

为了持续有效地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执行国家层面的功能框架，包

括评估、优先化、信息管理、协调和风险降低。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 （2012）. A. Dixit，H. McGray，J. 

Gonzales，M. Desmond.http：//www.wri.org/publication/ready-or-not

4.1　关键领域：食品安全

（1）家庭经济方法（HEA）从业者指南

以生计为基础，旨在清晰和准确反映家庭经济内部运作的框架。

Regional Hunger and Vulnerability Programme （RHVP），The Food 

Economy Group （FEG），Save the Children （n.d.）. T. Boudreau，

M. Lawrence，P. Holzmann，M. O’Donnell，L. Adams，J. Holt，

L. Hammond，A. Duffield. http：//www.feg-consulting.com/resource/

practitioners-guide-to-hea

（2）粮食安全综合分级工具（IPC）

提供了粮食安全分级“通用货币”的标准化工具。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WFP，Oxfam，Save the 

Children，Famine Early Warning Systems Network （FEWSNET），CARE 

International，Joint Research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n.d.）.http：//

www.ipcinfo.org/

（3）家庭生计安全分析（HLSA）

为从业者提供了描述和实施家庭生计安全分析（HLSA）方法的工具包。

CARE International （2002）. http：//pqdl.care.org/Practice/HL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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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20-%20A%20Toolkit%20for%20Practitioners.pdf

（4）市场资讯和粮食短缺响应分析（MIFIRA）

MIFIRA框架构建了一系列按逻辑顺序排列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分析工

具，帮助业务机构预测替代（食品或现金为主）响应措施可能产生的影

响，从而挖掘出粮食短缺情况下的最佳响应措施。

Barrett，C.B.；Bell，R.；Lentz，E.C.；and Maxwell，D.G. 

（2009）. http：//dyson.cornell.edu/faculty_sites/cbb2/MIFIRA/

（5）咨询文件：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ACCRA）的地方适应能

力框架（LAC）

应用该框架进行适应力提升的因素评估，包括机构和权利、知识和

信息、决策和管理。Consultation Document：The ACCRA　local Adaptive 

Capacity Framework （ lAC） A framework to enable the assessment 

of factors that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adaptive capacity，ACCRA 

（n.d.）. http：//community.eldis.org/.59d669a7/txFileDownload/f.59d669a7/

n.LACFconsult.pdf

（6）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模拟系统（MOSAICC）

一个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集成工具箱，可以用来模拟不同的

气候情景对农业的影响并进行经济分析。

European Union，FAO （2010）. http：//www.foodsec.org/web/tools/

climate-change/climate-change-impact-assessment-tool/en/

（7）气候脆弱性和能力分析（CVCA）手册

鼓励受危人群分析灾害的原因，并与政府部门合作，以降低灾害和

气候变化风险

CARE International （2009）. A. Dazé，K. Ambrose，C. Ehrhart.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publications/adaptation

（8）针对非洲国家食品安全评估的详细指南

针对那些没有背景知识国家的食品安全评估指南。

IFRC （2006）. http：//www.ifrc.org/Global/global-fsa-guidelines-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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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适应工具包：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生计保障

一个将气候变化和灾害集成到生计中的工具包。

Christian Aid （2010）.http：//www.adaptationlearning.net/sites/default/
files/Adaptation%20toolkit%201.pdf

（10）“气候智慧型”农业：促进粮食安全、适应和减缓的政策、实践

和融资

检验实现气候智慧型农业所需的关键技术、体制、政策和经济响应

的方法。

FAO （2010）.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881e/i1881e00.pdf

（11）生计和粮食安全的灾害风险管理规划：一个学习伴侣。乐施会

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资源。

关于如何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民生计划的指南，包含案例研究和背

景例证。

Oxfam GB （n.d.）.　http：//community.eldis.org/?233@@.59cdc973/7
!enclosure=.59cf3b6a&ad=1

（12）通过粮食生产和土地利用减缓气候变化

减少和收集温室气体排放的策略。概述了减少和封存陆地温室气体

排放的五大策略和土地利用减排行动的六项基本原则。

ECO Agriculture，World Watch Institute （2009）.http：//www.
worldwatch.org/node/6126

（13）从脆弱性到恢复力：增强社区恢复力的分析和行动框架

旨在减少脆弱性，加强个人、家庭和社区恢复力的分析和行动框架。

Pract ical  Action Publishing （2011） .  K.  Pasteur.　http： / /
practicalaction.org/media/view/9654

4.2　关键领域：生计

（1）以社区为基础的风险筛查工具 - 适应和生计（CRiSTAL）

旨在帮助项目经理和规划者认识生计和气候变化适应之间联系，

并提供规划工具的框架和基于计算机的筛选工具。IISD，SEI，Inter 



提升恢复力132

Cooperation （2011）. http：//www.cristaltool.org/

（2）村级水平的储蓄和贷款组织（VS 和LA）的项目指南

针对村级水平的储蓄和贷款组织的指南；阐述其目的以及如何在社

区内施行。

VSL Associates （2007）.H.Allen，M. Staehle，C. Waterfield.　

http：//edu.care.org/Documents/VSLA%20Program%20Guide_Field%20

Operations%20Manual%20v.%202.9.pdf

（3）生计连接网络

包含可持续生计方法（SLA）相关的工具和资源。

Eldis.http：//www.eldis.org/go/livelihoods/

（4）适应气候变率和变化：发展规划指导手册

将气候变化纳入发展项目的指南。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2007）.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DJ990.pdf

（5）当灾难来袭：评估种子系统安全性的指南

种子安全评估工具，以鼓励开发更多有针对性的战略来应对急性和

慢性种子紧缺。

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2008）. Louise Sperling. http：//www.

crsprogramquality.org/publications/2011/1/13/when-disaster-strikes.html

（6）种子安全：从业者建议

建议如何在救灾和恢复期维持并加强种子系统的十项实践简报。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CRS，with 

CARE Norway  （2011） .  h t tp： / /www.crsp rogramqua l i ty.o rg /

publications/2011/1/12/seed-aid-for-seed-security.html

（7）种子集市和交易凭证：以种子为核心的非洲农业恢复手册

该手册概述了种子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并介绍如何规划和实施种子

券和种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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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2002）.In collaboration with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d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

Arid Tropics.

http：//www.crsprogramquality.org/publications/2011/1/12/seed-

vouchers-and-fairs.html

（8）生计评估工具包：分析灾害对人们生计的影响并采取应对措施

该工具包旨在支持灾后生计分析和行动。

FA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09）.http：//

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tc/tce/pdf/LAT_Brochure_LoRes.pdf

（9）生计与气候变化：结合灾害风险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和气候变

化适应的一种新方法，以减少脆弱性和贫困

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团体提供适应行动框架。

IUCN，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IISD，Inter Co 

operation （2003）.http：//www.iisd.org/pdf/2003/natres_livelihoods_cc.pdf

（10）适应工具包：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生计保障

旨在为将气候变化和灾害纳入生计工作提供支撑的工具包。

Christian Aid （2010）.http：//unfccc.int/files/adaptation/application/

pdf/christianaid_ap_update_sep_09_toolkit_6_sp.pdf

（11）“气候智慧型”农业：促进粮食安全、适应和减缓的政策、实

践和融资

检验实现气候智慧型农业所需的关键技术、体制、政策和经济响应

的方法。

FAO （2010）.　http：//www.fao.org/docrep/013/i1881e/i1881e00.pdf

（12）培训、需求和分析（TNA）的一系列指南：气候变化适应技

术-农业部门

关于农业适应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技术的指南。

UNEP Riso Centre on Energy，　Climat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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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R. Clements，J. Haggar，A. Quezada，J. Torres，X. Zhu （ed）.

http：//tech-action.org/Guidebooks/TNA_Guidebook_AdaptationAgriculture.pdf

（13）家庭经济方法（HEA）从业者指南

以生计为基础且旨在清晰和准确反映家庭经济内部运作的框架。

Regional Hunger and Vulnerability Programme （RHVP），The Food 

Economy Group （FEG），Save the Children （n.d.）. T. Boudreau，

M. Lawrence，P. Holzmann，M. O’Donnell，L. Adams，J. Holt，L. 

Hammond，A. Duffield. 

http：//www.feg-consulting.com/resource/practitioners-guide-to-hea

4.3　关键领域：自然资源管理

（1）基于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咨询研讨会：整合

风险、气候预测和生态数据的工具

灾害、风险和脆弱性图谱绘制指南，作为项目规划的工具。

Partnership for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EDRR） 

（n.d.）. http：//cmsdata.iucn.org/downloads/5_2_tools_for_integrating_

risk__climate_projections_and_ecosystem_data_2.pdf

（2）生态系统服务：决策者指南

包含生态系统服务清单的指南。

WRI （2008）. J. Ranganathan，C. Raudsepp Hearne，N. Lucas，

F. Irwin，M. Zurek，K. Bennett，N. Ash，P. West. http：//pdf.wri.org/

ecosystem_services_guide_for_decisionmakers.pdf

（3）将以社区和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方法纳入气候变化适应响应中

一个关于适应方法的概念框架，使当地社区能够在富有恢复力的管

理制度下，管理为他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系统。

Ecosystems，Livelihoods and Adaptation Network （ELAN） （n.d.）. 

P. Girot，C. Ehrhart，J. Oglethorpe.　http：//www.careclimatechange.org/

files/adaptation/ELAN_IntegratedApproach_1504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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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响应

为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及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框架。

UCN （2009）.A. Colls，　N. Ash，N. Ikkala. http：//data.iucn.org/

dbtw-wpd/edocs/2009-049.pdf　p. 14 - Principles of effective ecosystem-

based adaptation

（5）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利用简史：尼日尔经验

一项关于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及平民保护部门（ECHO）的技

术注解。一份实用的社区树木再生规划方法指南，旨在增强保水、生

计、农业生产并减少水土流失。

World Vision，Serving in Mission （SIM），ECHO （2010）. 

T.  Rinaudo.　ht tp： / /www.echonet .org/data /s i tes /2 /Documents /

OuagaForum2010/FarmerManagedNaturalRegeneration.pdf

（6）快速的灾害环境影响评估的指导方针

进行快速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份指南。

Benfield Hazard Research Centre，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nd 

CARE International （2005）. C. Kelly.　http：//www.preventionweb.net/

files/8267_bhrcgen30apr1.pdf enviImpAsse.php

（7）环境影响评估

环境影响评估培训资料。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http：//www.unep.ch/etb/

publications/enviImpAsse.php

（8）在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项目中将气候变化适应主流化

为发展项目中综合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和气候变化适应提供经验教

训、最佳实践、建议及有用资源的指南。

The World Bank （2010）.G. Gambarelli，A. Bucher. http：//

climatechange.worldbank.org/content/mainstreaming-adaptation-climate-

change-agriculture-and-natural-resources-management-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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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键领域：饮水、设备及环境卫生

（1）培训手册：水资源管理中的水文气象灾害

解释水资源综合管理和水生灾害之间相互关系的手册。

Cap-Net UNDP，Nile IWRM-Net，UNISDR，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Humanitarian Coordination （UNOCHA） （2009）.　http：//www.unisdr.

org/files/10358_ManualforHydroclimaticDisastersinWa.pdf

（2）供水安全规划手册：饮用水供应者的分步风险管理指南

重点关注由供水公司或类似的实体有组织的进行供水管理，从而促

进供水安全规划发展的指南。

WHO，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 （2009）. J. 

Bartram，L. Corrales，A. Davison，D. Deere，D. Drury，B. Gordon，

G. Howard，　A. Rinehold，M. Stevens. http：//www.preventionweb.net/

files/8367_9789241562638eng1.pdf

（3）2030展望：气候变化下供水和卫生服务系统的恢复力

有关气候变化、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研究资源的网站。

WHO （2010）. 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

publications/9789241598422_cdrom/en/index.html

4.5　关键领域：教育

（1）紧急情况下教育机构间的网络工具包（INEE）

指导从事人道主义事业的工作人员、政府官员和教育工作者在紧急

情况下如何从事教育工作的指南。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2007）. L. Benson，J. Bugge. http：

//www.eldis.org/go/topics/resource-guides/aid/key-issues/disaster-risk-

reduction/education-and-drr&id=38480&type=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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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引领的灾害风险管理：一份实用指南

为从事儿童工作的人员提供如何帮助儿童主导害风险管理过程的实

例和想法。

Save the Children （Sweden） （2007）. L. Benson，J. Bugge. http：

//www.eldis.org/go/topics/resource-guides/aid/key-issues/disaster-risk-

reduction/education-and-drr&id=38480&type=Document

（3）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工具包

支持从业者对儿童使用参与式的能力和脆弱性分析 （PCVA），规

划、监测和评估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制定行动计划和倡

导活动。

Plan International （2010）.　http：//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

o r g / l i b r a r y _ p a g e . h t m ? m e t a d a t a _ v a l u e = C h i l d - C e n t r e d  D R R 

Toolkit&wildmeta_value=Child-Centred DRR Toolkit

（4）风险教育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如何实施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

如何设计和实施风险教育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指南。

Handicap International （2009）.F. Goutille. http：//www.handicap-

international.org.uk/Resources/Handicap%20International/PDF%20

Documents/HI%20Associations/KAPRiskEducation_2009.pdf

（5）儿童权利公约（CRC）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本，规定了任何地区儿童的基本人权。

UNICEF （1990）. Summary document：http：//www.unicef.org/crc/

files/Rights_overview.pdfFull document：http：//www.coe.int/t/dg3/children/

participation/CRC-C-GC-12.pdf

（6）2006—2007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减灾始于学校”

来自世界各地的以学校为基础的减灾优良实践。

UNISDR，United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UNESCO） 

（n.d.）.http：//www.unisdr.org/we/inform/publications/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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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儿童

分享知识并协调各项活动的组织联盟，该联盟与儿童和青少年合作以

突出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预防和适应工作的重要性。

IDS，Plan，Save the Children，UNICEF，World Vision （2007）. 

www.childreninachangingclimate.org/

（8）更安全的学校建筑指导说明

支持抗灾建筑和学校建筑物改造的指导原则和一般步骤的框架。

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INEE），World 

Bank，　UNISDR （2009）.　http：//www.gfdrr.org/gfdrr/sites/gfdrr.org/

files/publication/Guidance_Notes_Safe_Schools.pdf

（9）气候变化教育

包含可持续发展教育资源的网站。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educationforsustainabl

edevelopment.com/blog/?cat=11

4.6　关键领域：健康

（1）灾后需求评估和重建规划快速实施指导手册

灾后评估指导手册。

UNDP （2009）.http：//www.recoveryplatform.org/assets/publication/

PDNA/PDNA%20guidance%20sheet.pdf

（2）人类健康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健康干预的评估方法

概述卫生领域脆弱性和能力评估步骤的资料。研究短篇专论。

K.L.Ebi，R.S.Kovats，B.Menn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 114，No 12，December 2006.　http：//www.ncbi.nlm.nih.gov/pmc/

articles/PMC1764166/pdf/ehp0114-001930.pdf

（3）霍乱疫情应对指南：备灾、防灾和疫情控制

指导霍乱疫情干预，并保证公共卫生项目能够快速响应，以社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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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充分考虑性别和多样性。

Oxfam GB （2012）. E. Lamond，J. Kinyanjui. http：//policy-practice.

oxfam.org.uk/publications/cholera-outbreak-guidelines-preparedness-

prevention-and-control-237172

4.7　关键领域：保障

保障：针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提高责任与绩效的主动学习网”

（ALNAP）指南

为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向弱势群体提供安全和保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

提供建议和见解。

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5）. H. Slim，A. Bonwick. http：//www.alnap.

org/pool/files/alnap-protection-guide.pdf

5.1　关键背景：冲突

（1）将冲突与灾害风险管理融入教育部门的规划中：教育规划者指南

帮助教育规划者将气候变化适应与灾害风险管理整合到规划中。

Global Education Cluster，UNESCO，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IIEP），UNICEF （2011）.http：//toolkit.ineesite.org/

toolkit/INEEcms/uploads/1096/IIEP_Guidance_notes_EiE_EN.pdf

（2）“无害原则”手册：一种分析框架，用于分析冲突援助带来的

影响

有关“无害原则”方法学的基本信息、关键步骤与经验教训。

Collaborativ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CD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jects（2004）.http：//www.cdainc.com/dnh/docs/DoNoHarmHandbook.pdf

（3）设计、监测和评估和平项建设目的指南：运用变化理论

和平建设项目的监测和评估方法，运用变化理论为设计、监测并评

估和平建设项目提供指导。这套指南主要适用于冲突调解者、和平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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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政府组织与捐助机构，对其他致力于冲突调解与和平构建的参与

人员也很有用。

CA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lert（2012）.http：//www.

careinternational.org.uk/research-centre/conflict-and-peacebuilding/227-

guidance-for-designing-monitoring-and-evaluating-peacebuilding-projects-

using-theories-of-change

（4）理解混乱背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分析工具 

针对冲突背景的历史、行动组织、政治经济以及战略需求方面的宏

观分析工具。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2003）.S. Jackson，S. Calthrop. http：//

www.conflictsensitivity.org/node/85

（5）就参与式行动发展规划达成一致

在社区支持与参与下，旨在就识别和解决环境或生计问题达成一致

的工具。

Practical Action（2011）.A. Taha，R. Lewins，S.Coupe，B.Peacocke.

http：//practicalaction.org/consensus-building-with-participatory-action-plan-

development

（6）政治经济分析

该分析主要关注于提高对冲突的政治经济驱动要素、相关势力、不

同组织的脆弱性与排外性的认识。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re，University 

of Birmingham.http：//www.gsdrc.org/go/topic-guides/political-economy-

analysis/tools-for-political-economy-analysis

（7）灾害与冲突的相互作用：比较分析 

对灾害与冲突之间关系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

Bureau for Crisis Prevention and Recovery，UNDP（2011） .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risis%20prevention/

DisasterConflict72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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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关键背景：早期恢复

（1）关于恢复的指导建议：气候变化 

关于早期恢复与气候变化的指南。

UNISDR，UNDP，International Recovery Platform.www.unisdr.org/we/

inform/publications/16769

（2）早期恢复的综合概述

与早期恢复有关的信息、工具与资源的网站。

OneResponse，Cluster Working Group on Early Recovery，UNDP.http：

//oneresponse.info/GlobalClusters/Early%20Recovery/Pages/default.aspx

5.3　关键背景：城市化

（1）地震与特大城市初始计划（EMI）

一个国际性的科学机构，作为非盈利组织，针对特大城市与正在快

速扩张的大城市，推进城市减灾政策、信息与实践的制定与实施。

EMI.http：//www.emi-megacities.org/home/

（2）气候恢复力城市：降低灾害脆弱性的入门书

帮助地方政府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概念及其后果，气候变化如何

影响城市脆弱性，为了提升社区的恢复力，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如何参与

到学习、能力建设与投资项目中。

The World Bank（2009）.N. Prasad，F. Ranghieri，Fatima Shah，

Z. Trohanis，E. Kessler，R. Sinha.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INTEAPREGTOPURBDEV/Resources/Primer_e_book.pdf

（3）增强城市恢复力的10条基本要素

降低灾害风险的10个要点，与兵库行动框架的5个优先事项相一致。

UNISDR （2012）http：//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

toolkit/ess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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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提升城市恢复力：地方政府领导者手册

为市长、管理者、州长以及其他地方政府领导提供通用的减灾框

架，为其他城市提供有效的减灾工具与成功的减灾实践。

UNISDR（2012）.http：//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
toolkit//handbook

（5）地方政府自我评估工具（LGSAT） 

基于兵库行动框架的优先事项与国家指标，地方政府自我评估工具

（LGSAT）提出针对提升城市恢复力的10条基本要素的关键问题与应对措施。

UNISDR（2012）.http：//www.unisdr.org/campaign/resilientcities/
toolkit/howto

（6）气候变化规划：针对城市规划者，以价值为基础的战略性方法

开发以价值为基础的、战略性的、参与式的方法指南，从而将气候

变化与城市规划有机结合。

UN-Habitat （2011）.http：//www.unhabitat.org/downloads/docs/
PFCC-14-03-11.pdf

（7）人道主义事务协作处（OCHA）与缓发性灾害应急——人道主

义事务协作处临时政策简报系列第6号

针对缓发性灾害，国内与国际人道主义者如何备灾和抗灾，在政策

简报中提供了诸多建议。

UNOCHA Polic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Branch（2011）.http：//
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report_36.pdf

（8）从粮食危机到公平交易：应急响应中的生计分析、保护与支撑 

应急响应中生计规划的实践指导。

Emergency Nutrition Network，Oxfam（2006）.S. Jaspars. http：//
www.ennonline.net/pool/files/ife/supplement27.pdf

（9）家庭经济模式：手工劳动者资源 

借鉴从事家庭经济者的经验，将手工劳动者推荐给HEA。

Save the Children（2000）. J. Seaman，P. Clarke，T. Boudreau，J. 

Holt. http：//www.savethechildren.org.uk/resources/online-library/hous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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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approach-resource-manual-practitioners

5.4　关键背景：缓发性灾害

（1）应对策略指数：田间手工模式 

应对策略指数可以反映家庭粮食安全状况，并能与更多的粮食安全

复杂措施相关联。

CARE International，World Food Programme（2003）.D. Maxwell，B. 
Watkins，R. Wheeler，G. Collins. http：//www.fao.org/crisisandhunger/root/
pdf/cop_strat.pdf

（2）缓发性灾害：干旱、粮食短缺、生计困难-从以前的救灾恢复响

应中吸取教训 

针对缓发性灾害，尤其是干旱、粮食短缺、生计困难等方面，综合

分析过去救灾恢复响应中的经验教训。

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LNAP），ProVention Consortium （n.d.）.http：//www.alnap.org/pool/
files/ALNAP-ProVention_lessons_on_slow-onset_disasters.pdf

6.1　有利环境：治理

（1）权利魔方

一种在线资源，勇于理解权利关系带来的社会变化。

IDS. http：//www.powercube.net/

（2）从脆弱性到恢复力：提升社区恢复力的分析与行动框架

致力于降低个人、家庭和社区脆弱性并提升他们恢复力的分析与行

动框架。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2011）. K. Pasteur. http：//practicalaction.
org/media/view/9654

（3）亚洲降低灾害风险治理中的创新与优良做法：取得的经验

亚洲灾害防御中心报告-亚洲降低灾害风险治理中的创新与优良做法。



提升恢复力144

Asia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re （ADPC） （2007）. http：//www.
adrc.asia/acdr/2007astana/Presentations/Day1_Part1/Part1_ADPC.pdf

（4）灾害风险管理、治理与主流化

地方和国家政府将灾害风险管理主流化的工作文件。

UNDP Bureau for CrisisPrevention and Recovery （2010）.http：//
www.undp.org.cu/crmi/docs/undp-drrbrief4gov-in-2010-en.pdf

（5）治理规划框架 （GPF） 

项目中集成治理议题的综合框架。

CARE International （n.d）.http：//governance.care2share.wikispaces.
net/Governance+Programming+Guide

6.2　有利环境：倡导

（1）灾害风险管理倡导工作的实践指南

进一步提高灾害风险管理从业者的技能、知识和熟练水平的指南。

IFRC （2009）.http：//www.preventionweb.net/english/professional/
publications/v.php?id=16348

（2）倡导工具和指南

帮助项目管理者获取重要技能并成为有效倡导者的工具和指南。

CARE International （2001）. S. Sprechmann，E. Pelton. http：//www.
care.org/getinvolved/advocacy/tools.asp

（3）倡导指导手册——将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当地政府的政策

与规划中

如何将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纳入当地政府的政策与实践的指南。

ADPC，European Commission，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ESCAP） （2006）.I. Haider Butt. 
http：//www.adpc.net/pdrsea/pubs/advocacy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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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

（1）适应能力：指一个系统（个体或社区）根据气候变化（包括

气候变率和极值）进行调整，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损失、利用气候

变化带来的机遇，或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一系列后果的能力（IPCC，

2000）。

（2）农业：原文中农业摘自牛津英语大字典，指农作的科学和实

践，包括作物生长进行的土地耕作和提供食物、纤维和其他产品而进行

的动物养殖。

农业是以土地资源为生产对象的部门，它是通过培育动植物产品从

而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

（3）生物多样性：指物种内、物种之间以及不同生物之间的生物体

变异性。生物多样性本身并非一项生态系统服务，而是为所有服务提供

所需（WRI，2009）。

（4）灾后新建：指灾后恢复过程和干预措施，不仅使家园恢复灾前

面貌，而且要使家园变的更好，政府利用危机带来的道德、政治、管理

和金融等方面的机遇，引领社区走上更好、更安全的发展道路（Offic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Envoy for Tsunami Recovery，2006）。

（5）能力：指社区、社会或机构内部所有可以促进它们达到共同目

标的优势、特性和可用资源的组合（UNISDR，2009）。注：能力可以包

括基础设施和物理手段、制度、社会应对能力，以及人类知识、技能和

集体特性（例如社会关系、领导力和管理等）。

（6）以儿童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灾害风险管理将儿童视为活动

的核心，承认儿童面临灾害时的特殊脆弱性，关注儿童的需求和权利，

并支持和吸纳他们参与自身需求和权利的识别与解决过程中（Save the 

Children，2011）。

（7）公民社会：指一大批基于伦理、文化、政治、科学、宗教或

慈善等方面的考虑，参与公共活动，表达其组织成员或他人利益和价

值观的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因此，公民社会组织（CSO）的涵盖范围

很广，包括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NGOs）、工会、地方组织、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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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基于某种信仰的组织、专业协会和基金会等（The World Bank，

n.d.）。

（8）气候变化：指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导致的气候在数十年或者更

长时间尺度上的变动（IPCC，2000）。

（9）气候变化适应：指自然或人类系统对于实际的或预期的气候刺

激因素及其影响做出的趋利避害的响应调整（IPCC，2000）。或者是，

1）使发展适应于平均温度、海平面和降水的渐进变化；2）减少和管理

由频率更高、强度更大且更加不可预见的极端气候事件所带来的风险

（UNISDR，n.d.）。

（10）气候变化效应：指由于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导致的气候要素的

变化，包括：陆地和海洋温度升高、海平面上升、冰川和冰盖溶化，以

及变化的、不规则的降雨分布格局。

（11）气候敏感性：指衡量气候系统中温度对于辐射强迫变化（最

常见的是二氧化碳 ）的反应程度。由二氧化碳导致的气候敏感性，通

常用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条件下摄氏温度的变化表示（IPCC，

2001）。

（12）气候变率：指在所有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超越单个天气事件

的气候平均态和其他统计指标（如标准偏差、极值出现的频次等）的变

化。气候变异可能是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过程所引起（内部变异性），

也可能是自然或人为的外部强迫所致（外部变异性）（IPCC，2000）。

（13）冲突：指一个公开的、通常持续时间很长的斗争或战争

（Free Dictionary，n.d.）。注：冲突既可指敌对组织间的公开斗争，也

可指敌对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

（14）潜在冲突：个体、团体、组织或国家之间存在扰乱其中任何

一方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还不足以让一方采取行动来改变现行状况时便

存在潜在冲突 （Wehr，1975）。注：潜在冲突往往来源于长期的经济不

平等，或组织内不能够平等地获得政治权力。政府可能会忽略少数人或

弱势群体的需求。因此可能存在巨大的价值与地位差异。以上任何一种

矛盾受到激化后便有可能发展成为公开冲突。

（15）应急规划：指一种管理程序，分析可能会威胁社会或环境的

特殊潜在事件或新出现的局势，并提前建立及时、有效和适当的方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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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类事件和局势（UNISDR，2009）。

（16）应对策略指数（CSI）：指与复杂食物安全评价方法密切相关

的家庭层面食物安全评价指标。一系列关于家庭如何应对食物短缺的问

题最后将以简单的评分体现。最简单来说，CSI监测值的变化表明一个家

庭的食物安全状况是在恶化还是得到了改善（Maxwellet al，2003）。

（17）毁林：指林地转化为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或树冠覆盖面积长

期下降直到低于10%的阈值。毁林意味着森林植被长期或永久的损失以

及林地转化为其他土地利用方式（University of Michigan，2011）。

（18）荒漠化：指在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偏干旱地区因气候变异

和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土地退化（IPCC，2000）。

（19）灾害：指对社区或社会功能的严重破坏，包括大量的人力、

物力、经济或环境损失和影响，这些破坏超出了受影响社区或社会利用

其自身资源去应对的能力（UNISDR，2009）。注：通常我们将灾害描

述为以下因素组合的结果：风险暴露度、当前脆弱性的状况、减少或应

对潜在负面影响的能力和措施不足。灾害的影响可能包括生命的损失、

伤害、疾病和对人类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的负面影响、和财产的损

失、资产的破坏、服务的损失、社会和经济破坏以及环境的退化。

（20）灾害风险：指可能在特定的未来时间段、发生在一个特定的

社区或社会，对人们生活、健康状况、生计、财产和服务等方面潜在的

灾害损失（UNISDR，2009）。

（21）灾害风险管理：指减少灾害风险的理念和实践，通过系统化

的努力分析和管理灾害发生的起因，包括通过减少危险暴露度、降低人

员和财产的脆弱性、科学的土地和环境管理，以及提高防范不良事件等

（UNISDR，2009）。

（22）早期恢复：灾后早期恢复的重点将从拯救生命转为恢复生

计。早期恢复寻求稳定经济、政治治理、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平的局面。

早期恢复干预还寻求将风险降低纳入特定危机的最早期应对阶段，并为

长期的重建奠定基础（UNISDR，2009）。

（23）早期预警系统：指能生成和传播及时有效的预警信息所

需的综合能力，使受到灾害威胁的个人、社区和组织提前准备并采取

适当的措施，以便有充足的时间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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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SDR，2009）。注：该定义包含一系列有助于实现有效预警响应的

必要因素。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必须包含四个关键要素：风险的相关知

识；风险监测、分析和预测；预警信息的流通和传播；以及当地对于已

获取的预警信息的响应能力。

（24）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将生物多样性

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集成为整体战略，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

响。它包括可持续管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从而为人们提供各种

服务以帮助他们适应当前的气候变率和气候变化（IUCN，2009）。

（25）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人们和社区从生态系统获得的相关利

益（福利）。这些利益包括供应服务功能（比如食物和水）、调节服务

功能（比如洪水和疾病控制）、社会文化服务功能（比如精神、娱乐和

文化益处）与生命支持功能（比如维持地球生命生长环境的养分循环）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

（26）快速目标分析（EMMA）：EMMA是应用于突发危机发生后

的两三周而制定的一个快速的目标分析系统。其基本原理是，更好的理

解紧急情况下最重要的市场能使决策者（比如捐赠者、NGOs、政府、其

他人道主义行动者）考虑更大范围的响应。它并不以取代现有的应急评

估系统或是更周密的家庭和经济分析（如家庭经济方法）为目的，而是

扩充危机发生后的应对知识体系。

（27）环境退化：指满足社会和生态目标和需求的环境能力的降低

（UNISDR，2009）。注：环境退化可以改变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增

加社区的脆弱性。人为活动导致的环境退化类型包括土地滥用、土壤侵

蚀和流失、荒漠化、野火、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毁林、红树林的破坏、

土地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和臭氧损耗。

（28）环境影响评价：指对提议的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进行评估，通常作为项目规划和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限

制或减少项目的不利影响（UNISDR，2009）。

（29）暴露度：暴露度的衡量可以包括目标区域内的人员数量或财

产类型。暴露度的衡量可以与暴露因子对任何特定灾害的具体脆弱性相

结合，量化目标区域内的灾害风险（UNISDR，2009）。注：暴露度一般

取决于受灾害或气候现象影响区域内的财产、系统、机构或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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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利用（FMNR）：FMNR是基于在先前

开垦并荒芜的灌木和乔木地上从成熟的根系系统中再生的本地乔木和灌

木。再生技术应用于农田来管理农场中的树木。通过有选择性的保护和

修剪农场中的部分树苗，能使其快速再生为乔木并提供可持续的木材供

应。落叶不仅可以为耗竭的土壤提供养分，还有助于土壤保持水分。落

叶还有其他用处，可以作为动物饲料、野生食物和药物，也可以作为食

虫鸟类和蜥蜴的巢穴。

（31）粮食紧缺：指当人们缺乏安全而又富有营养的粮食而无法满

足正常的生长发育、发展和维持积极健康生活的一种状态。导致粮食紧

缺的原因可能是粮食可用量不足、购买力不足、粮食分布不合理、或者

是家庭层面的粮食缺乏。粮食紧缺可能是长期性的、季节性的，也可能

是暂时性的（IPCC，2000）。

（32）化石燃料：指由碳化石沉积形成的碳基燃料，包括煤、石油

和天然气（IPCC，2000）。

（33）性别：指整个生命周期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男孩和女孩之间

的社会差异。这些性别差异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虽然深深植根于每

一种文化之中，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且在文化内部和不同文

化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别”与社会身份的其他属性（如种族和

阶级）共同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各种文化中的角色、权力以及对资源的

获取能力（Oxfam GB，2010）。

（34）性别平等：指女人（女孩）和男人（男孩）之间享有平等的

权利、机会、资源和福利，享有发展过程中平等的话语权，以及享有同

等水平的尊严和尊重。公平并不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一样，但是他们拥有

相同的权力去选择，拥有相同的机会对这些选择采取行动（Oxfam GB，

2010）。

（35）性别主流化：指确保政策发展、研究、倡导/对话、立法、资

源配置、规划、计划以及项目的实施和监测等所有活动中，都以社会性

别视角和关注性别平等目标为核心（UN Women，2011）。

（36）治理：指政治、经济和行政当局在各级管理一个国家事务的

活动。治理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和团体通过这些机制、过程和

制度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行使他们的法律权利，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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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分歧。治理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国家，但是也可以超越国家范

围。它囊括所有的相关团体，包括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组织（UNDP，

1997）。

（37）温室气体：指大气中由自然或人为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释

放地球表面、大气和云所射出的红外辐射谱段特定波长辐射的气体成分

（IPCC，2000）。注：主要的温室气体（GHG）有水蒸气、二氧化碳、

氧化亚氮、甲烷和臭氧。

（38）危害（致灾因子）：指一种危险的现象、事件（如洪水，飓

风，地震）、人类活动（例如民事冲突）或状况，它们可能导致生命的

伤亡、损伤或其他健康影响、财产的损失、生计和服务的损失、社会和

经济的瓦解、或环境的破坏。危害的起源及其效应可以是单一的、连续

的或联合的。任何危害都有其发生的位置、强度、频率和概率等特点。

理解危害的自然特点和发生的可能性对于个人和社区的安全和治安至关

重要（UNISDR，2009）。

（39）热岛：指由于沥青等材料吸收太阳能导致其环境温度高于周

边地区的温度的城市区域（IPCC，2000）。

（40）信息、教育和通信（IEC）材料：IEC材料旨在支持目标受众

的意识提升、认知和行为的改变。材料包括：印刷材料（如小册子，海

报，广告），大众传媒（如电视，收音机，打印机），赠品（如T恤，钥

匙链，帽子）和社区活动。材料应当具有文化敏感性，易于被目标受众

所接受，并且应使目标受众积极参与材料的发展过程中。

（41）认知、态度和行为的（KAP）调查：KAP研究告诉我们，人

们对某些事情了解多少以及他们的感受和行为如何。虽然社会调查可能

涉及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和活动，KAP研究特别关注对某一主题的认知、

态度和行为。认知是指一个社区对于某一特定主题的理解。态度是指他

们对这一主题的感觉，以及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行为指通过行动来展

示他们的认知和态度的方式（FAO，n.d.）。

（42）土地利用变化：指人类对土地的利用或管理的变化，可能导

致土地覆盖的变化。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影响区域或全球气候

（IPCC，2000）。

（43）生计：生计由谋生和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所需的资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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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技术和组织）和活动组成（Pasteur，2011）。

（44）不当适应：指增加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行动。包括在发展或

投资决策时忽视由气候变率和长期气候变化带来的当前或潜在的影响

（Burton，1998）。

（45）减缓（与气候变化相关）：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

（UNISDR，2009）。

（46）减缓（与灾害相关）：指减轻和限制危险和相关灾害的不利

影响（UNISDR，2009）。注：危险的不利影响往往不能完全避免，但通

过各种策略和行动可以大大减少不利影响的规模或严重程度。缓解措施

包括工程技术和防灾建设以及改善环境政策和提升公众意识。

（47）监测、评估和再认识（MEL）：监测指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对

项目执行情况的系统评价。监测涉及持续的数据收集和评估，从而为项

目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项目计划和目标的进展指标（Oxfam 

GB，n.d）。评估指持续监测活动的补充，在适当的时间对项目的关联

性、效率、效果、影响和可持续性提出更加深入和客观的评价（Oxfam 

GB，n.d）。再认识指有效监测和评估的结果，并在机构内外分享项目中

取得的经验。

（48）自然资源管理 （NRM）：指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实现其经济

可行的、社会有益的和生态可持续的发展（Hughes，2001）。

（49）无悔适应：指在所有可能的未来气候情景下都合理（且将来

有效的）的选择或措施。“无悔”适应不受未来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影

响，因为它不仅解决了与当前气候变率有关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对未

来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例如，在易于遭受洪涝和干旱的地区，通过社

区生活，加强气候变化信息的供应和传播，提升早期预警系统的可获得

性（The World Bank，n.d.）。

（50）参与式的能力与脆弱性评估（PCVA） ：指最初用来协助以

社区为主导的当地灾害风险评估的一种分析和规划过程（和相同名字的

工具）。该过程应用参与式的方法和手段来了解并捕获关于灾害脆弱性

和暴露度的数据，优化减少灾害风险的行动。PCVA及其相关变量越来

越多地用于广泛的分析和发展规划过程中，包括气候变化适应（作者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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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灾后需求和重建规划（PDNA/RF）：指政府主导的、将信息

集合到一个单一的综合报告中的行为，该报告详细描述了灾害的物理影

响、损害和损失的经济价值、受影响人群经历的人类影响、以及相关的

早期和长期恢复的需求和优先事项（UNDP，1997）。

（52）备灾：指政府、专业从事灾害响应和灾后恢复的组织、社

区和个人所开发的知识和能力，以有效地预测和应对可能的、即将发

生的或当前的危险事件或状况带来的影响，并从中恢复 （UNISDR，

2009）。注：准备行动是在灾害风险管理的框架下开展的，目的是建设

有效管理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从响应到持续恢复的有序过渡。准

备工作基于全面的灾害风险分析及其与预警系统良好的衔接，包括应急

规划、设备和物品的储备、协调安排，疏散和公共信息以及相关的培训

和实地演习等活动。

（53）预防：指对危害及其相关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完全避免

（UNISDR，2009）。注：预防（例如防灾）表达的概念和意图是通过

提前采取行动完全避免潜在的不利影响。例如消除洪水风险的水坝或堤

防，不允许在任何高危区定居的土地利用规程，以及保证关键建筑在地

震中不倒的防震工程设计。

（54）（权益）保障：指目的在于按照相关法律主体的文字条款

和精神（例如人权，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获得个人权利充分尊重的所

有活动。人权和人道主义行动者将公平地实施这些活动，而不是基于种

族、国家或种族本源、语言或性别（ICRC，1999）。

（55）恢复力：恢复力指个体、家庭、群体或系统在不牺牲（和潜

在提升）其长远利益的前提下，预测和承受危害、气候变化影响、其他

冲击和压力G以及从中恢复的能力。注：术语“恢复力”是许多研究的主

题，在不久的将来其定义有可能被反复改进。该指南中恢复力的定义改

编自UNISDR 2009术语和DFID工作定义。恢复力不是一个固定的或稳定

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条件和过程集合。提升恢复力对于在不同的时

空水平上更好地进行风险分析，以及监测和更新风险分析结果来提供信

息而加强项目规划是非常必要的。

（56）以权为本的方法：指将国际人权体系的规范、原则、标准和

目标整合到发展计划和过程中的一种框架。其特点是所采用的方法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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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活动都将人权系统和其内在的权利和为之斗争的主张与发展联系起

来（Danish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2007）。注：以权为本的方法认

为，所有人有权利来实现他们的潜力，并有机会摆脱贫穷地生活在一个

安全和更加公平的世界里。这些权利包括生命和安全、可持续生计、陈

词、身份以及获得基本的社会服务。

（57）风险：指一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不利后果的集合（UNISDR，

2009）。

（58）盐渍化：指土壤中盐分的积累 （IPCC，2000）。

（59）咸水入侵：指由于咸水密度较大，取代了新鲜的地表或地下

水，一般发生在河岸和河口地区（IPCC，2000）。

（60）冲击：指一种自然或人为危害，当它发生时可能会导致生命

伤亡、伤害或其他健康影响、财产损失、生计和服务损失、社会和经济

瓦解以及环境破坏。例如，干旱、洪水、地震、火山爆发、流行病、暴

风、暴雨、化学品泄漏、冲突G和其他（见危害）。

（61）缓发性灾害：指渐进发生的紧急情况，通常是基于一系列事

件，而非起源于单一的、独特的事件（UNOCHA，2011）。

（62）SMART指标：指具体的、可测量的、可低成本实现的、与项

目相关的、并能按时获得的指标（European Commission，n.d.）。

（63）利益相关者：指任何积极参与项目过程的一方（个体或集

体）；项目的实施和完成可能对他们的利益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同

时他们可以影响项目的实施、成果的交付和参与者（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1996）。

（64）风暴潮：指由于极端天气事件（低气压或强风）引起的某一

特定地点的海水高度暂时的上升（IPCC，2000）。

（65）胁迫力：指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限制个体、家庭、群

体、财产或系统充分发挥其潜力的负面压力。例如，变化的季节性、无

规律的降雨模式、海平面上升、人口增长、和/或其他负面的长期趋势。

（66）持续发展：指能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

要能力的发展（UNISDR，2009）。

（67）脆弱性：指一个群体、系统或财产易于遭受气候变化和其他

危害的破坏性影响的特征和境况。脆弱性由暴露度和敏感性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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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暴露度和敏感度受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治理和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Oxfam GB，2010）。注：各种物理、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

导致的脆弱性具有多面性。比如，建筑物的低劣设计和施工、资产的保

护不足、公共信息和意识的缺乏、政府对风险的认识和防范措施有限以

及好的环境管理被忽视等。脆弱性在群体内部差异明显，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变化。

（68）水分胁迫：相对于水资源提取量，如果一个国家可用的淡水

供应量成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则该国属于水胁迫国家。水量提取超

过可再生水供应量的20%作为水胁迫的指标（IPCC，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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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CCRA：Africa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Alliance （由乐施会理事

会、海外发展研究所、救助儿童会、国际关怀组织和世界宣明会组成，

由 DFID 和CDKN联合资助） 非洲气候变化恢复力联盟

ADP：Area Development Program 区域发展计划

ALNAP：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提高责任与绩效的主动学习网

BMZ：［Germany］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

BNPB：Badan Nasional Penanggulangan Bencana （National Board for 

Disaster Management，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

CAIT：Climate Analysis Indicators Tool 气候分析指标工具

CAN-I：Climate Action Network International 国际气候行动网络

CBA：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基于社区的适应活动

CBDRM：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基于社区的灾害

风险管理

CCA：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气候变化适应

CDA：Collaborative for Development Action 发展行动协同

CDKN：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气候与发展知

识网络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清洁发展机制

CEDRA：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Risk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风险与适应评估

COVACA：Community Owned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社区脆弱性和能力评估

CRC：［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联合国）儿童

权利公约

CRiSTAL：Community-based Risk Screening Tool Adaptations and 

Livelihoods 基于社区的风险筛选工具——适应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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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Catholic Relief Services 天主救济服务会

C-SAFE：Consortium for Southern Africa Food Emergency 南非食品应

急项目

CSI：Coping Strategies Index 应对策略指数

CSO：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公民社会组织

CVCA：Climate 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nalysis 气候脆弱性和能

力分析

DFID：［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英国）国际发展部

DMC：Disaster management committee 灾害管理委员会

DRR：Disaster risk reduction 灾害风险管理

DRRP：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lan 灾害风险管理计划

ECB：Emergency Capacity Building Project 应急能力建设项目

ECHO：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Humanitarian 

Aid and Civil Protection 欧盟委员会人道主义援助及平民保护部

EMI：Earthquakes and Megacities Initiative 地震与特大城市计划

EMMA：Emergency Market Mapping Analysis/Assessment 快速目标分

析

ENF：Earth Net Foundation 地球网络基金会

ENSO：El Nino Southern Oscillation 厄尔尼诺现象

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粮农组织

FEG：The Food Economy Group 粮食经济组织

FMNR：Farmer 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

利用

FUNDEPCO：Fundación para el Desarrollo Participativo Comunitario 

GCCA：Global Campaign for Climate Action 全球气候行动联盟

GGCA：Global Gender and Climate Alliance 全球性别与气候联盟

GHG：Greenhouse gases 温室气体

GIZ：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德国国

际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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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DR：Global Network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for Disaster 

Reduction 灾害管理公民社会组织环球网络

GPF：Governance Programming Framework 治理规划框架

HEA：Household Economy Approach 家庭经济方法

HFA：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兵库行动框架

HKSA：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nalysis 家庭生计安全分析

HVCA：Hazard vulnerability capacity assessment 危害脆弱性能力评估

IDP：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境内流离失所民众

IDS：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发展研究所

IEC：Information，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terials 信息、教

育和通信材料

IFPRI：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FRC：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IIEP：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olicy 国际教育政策研究所

IISD：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国际可持续发

展研究所

ILO：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国际劳工组织

INEE：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紧急情况下

教育机构间网络

IPC：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综合粮食安全阶段

分类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IRI：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limate and Society 国际气候

与社会研究所

IUCN：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WA：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国际水协会

IZ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劳动研究所

KAP：Knowledge，Attitudes and Practices survey 认知、态度和行为

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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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Local Adaptive Capacity framework 当地适应能力框架

LGSAT：Local Government Self-Assessment Tool 地方政府的自我评

估工具

LULUCF：Land Use，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ry 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的变化和林业

MEA：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EL：Monitoring，Evaluation and Learning 监测，评估和再认识

MIFIRA：Market Information and Food Insecurity Response Analysis 市

场信息和粮食紧缺响应分析

MOSAICC：Modeling System for the Agricultur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模拟系统

MPBI：Masyarakat Penanggulangan Bencana Indonesia （Indonesian 

Society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印度尼西亚灾害管理学会

NAC：National Adaptive Capacity framework 国家适应能力框架

NAPAs：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s of Action 国家适应行动计划

NRM：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自然资源管理

OFDA：Office of US Foreign Disaster Assistance 美国对外灾难援助办

公室

ORP：Oral rehydration point 口服补液点

ORS：Oral rehydration solution 口服补液盐

PADR：Participatory Assessment of Disaster Risk 灾害风险的参与式评估

PCM：Program Cycle Management 项目周期管理

PCVA：Participatory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Analysis 参与式能力和

脆弱性分析

PDNA：Post-Disaster Needs Assessment 灾后需求评估

PDNA/RF：Post-Disaster Needs Assessment/Recovery Framework 灾后

需求评估和重建规划

PECCN：Poverty，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Network 贫困、

环境和气候变化网络

PEDRR：Partnership for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环境

与灾害风险管理的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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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ERL：Participatory Monitoring，Evaluation，Reflection and 

Learning 参与式监测、评估、反思和学习方法 

RHVP：Regional Hunger and Vulnerability Programme 区域饥饿和脆

弱性计划

SDC：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瑞士发展与合

作机构

SEI：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SIM：Serving in Mission 国际事工差会

SLA：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 可持续生计方法

SMART：Specific，Measurable，Achievable，Relevant and Timely 具

体的，可衡量的，可低成本实现的，相关的和能按时获得的

TNA：Training Needs Analysis 培训需求分析

UN：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EP：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SCAP：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联合

国教育和科学组织

UNFCCC：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CEF：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SDR：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

UNOCHA：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USAID：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

开发署

VCA：Vulnerability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脆弱性和能力评估

VS&LA：Village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 农村储蓄和贷款协会

WASH：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饮水、设备和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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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O：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妇女环

境与发展组织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WRI：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世界资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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