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卷寄语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于去年 9 月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宣传报姗姗来迟，现在开始发行第一

期。为了向各有关人员汇报我们的项目工作，今后将每个季度发行一次。 

   本项目是以“保护野生动物的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双重目标的一项工作。在中日双方工作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将开展和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来自森首席顾问的致辞                                                                                         

  说起濒临灭绝的鸟类，无论谁都能联想到朱鹮。现今世界上生存有朱鹮的地方有中国、日本和韩国，但这些都是

中国陕西省洋县原始留存那 7 只朱鹮的繁衍。 

洋县朱鹮被再发现是 1981 年，那之后的 30 年间，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例如对做巢树木的保护、禁止对

觅食地水田投放农药和化学肥料、人工饲养繁育等等，现在陕西省野生朱鹮数量已经增加到 800 只了。中国在保护朱

鹮的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又要面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课题。 

朱鹮是生活在离人类很近的水田呀河川等湿地的鸟类。随着朱鹮数量的增加和生息范围的扩大，人的生活和朱鹮

的保护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怎么做，才能实现既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促进地区发展，还能保全和改善朱鹮的生息

环境，这就是我们本项目的主要课题。 

项目实施地主要为陕西省的洋县朱鹮自然保护区和宁陕县，以及河南省董寨自然保护区三个地区。宁陕县和董寨

自然保护区是新的朱鹮再导入地区，三个地区在朱鹮保护事业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上有所不同。今后 5 年间，项目

将与中方合作伙伴以及当地有关人员一同，以这三个项目实施地为范围，完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信息，建立朱

鹮野化放飞的相关体系，开展社区参与型示范项目，开展环境教育等活动。 

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同的课题，现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解决方程式。只能从地区的实

际情况出发，通过不断地摸索才能找到解决的道路。希望今后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首席顾问        森 康二郎） 

四季度  人与朱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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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方合作伙伴一同 

（洋县的汉中朱鹮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右边森组长、左边苏专家、中间米田专家） 

来自中方合作单位全国鸟类环志中心陆军主任的致辞                                   

朱鹮是当今世界最濒危的鸟类，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我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家。历史上由于大量使用农药

和环境恶化等原因，在中国朱鹮曾一度被认为灭绝。然而，1981 年陕西省洋县野外重新发现 7 只朱鹮，引起了国内

外的极大关注。经过 30 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朱鹮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野外种群稳定增长，人工种群不断扩大，野

外放归获得成功，目前朱鹮的数量已由 1981 年重新发现的 7 只增长至 1600 多只，基本摆脱了灭绝的威胁，成为了

世界濒危物种拯救成功的典范。 

朱鹮不仅是我国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深受人本人民喜爱的鸟类，在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在拯救朱鹮的整个过程中，中日两国始终相互支持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正在实施的中日合作“人

与朱鹮和谐共存地区的环境建设项目”，正是中日两国为拯救朱鹮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在 1999

年以来一直负责中日朱鹮保护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工作，今天能够加入“人与朱鹮和谐共存地区的环境建设项目”，继

续为拯救朱鹮贡献力量，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相信，在全体项目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朱鹮保护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更

大的成绩。愿朱鹮能够在中日两国的蓝天永远飞翔。 

                     （项目办公室 主任  陆 军） 

 

       

江西記念写真                            雪宝山記念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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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方合作伙伴的介绍 

  本项目是 JICA 与中国国家林业局的合作项目。项目的总办公室设在一直致力于朱鹮保护事业的北京全国鸟类环

志中心，日方专家也属于该项目办公室。各项目点的合作方来自于各地的自然保区和县林业局，项目活动也得到了

各省林业厅以及县政府支持和参与。同时，在西安市还内设置了日本专家办公室。 

 

 

 

 

 

 

 

 

 

 

 

 

 

 

 

 

 

 

                                                   

 

○活动内容 

专家到任 西安办事处成立                                         

 2010 年 9 月 25 日，森、米田（长期专家）和苏（短期专家）到任，开始了项目活动。 

 2010 年 1 月中旬，项目西安办事处成立，奠定了活动基础。 

 

项目实施地（三个点）实地调查                                      

2010 年 10 月到 11 月间，与中方相关人员一同共同实地考察了 3 个项目实施地，掌握了当地自然环境现状和社区

现状等。同时，听取了各项目实施地相关人员的期待、愿望以及当地的实施体制等，并与他们探讨了今后具体的活

动计划。 

日本专家组 

 

○首席顾问                  ：森 康二郎  

○专家（环境教育／业务协调）    ：平野 贵宽  

○专家（鸟类保护）            ：米田 重玄 

○专家（社区参与型开发）         ：云山 苏  

○秘书兼翻译               ：索 文娜  

○朱鹮信息担当兼助理         ：周霞 

中方合作机构以及协作机构 

 

○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

自然保护区管理司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鸟类环志中心 

○陕西省林业厅 

○河南省林业厅 

○汉中朱鹮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陕西省宁陕县林业局 

○董寨自然保護区管理局 

○陝西省洋県人民政府 

○陝西省寧陝県人民政府 

○河南省羅山県人民政府 

项目办公室 

（全国鸟类环志中心） 

 

         负责人      派遣专家 

   ○ 陆军  主任  ○首席顾问                 ：森 康二郎  

   ○ 刘冬平 博士  ○环境教育专家/业务协调员  ：平野 贵宽 

    ○鸟类保护专家             ：米田 重玄  

    ○社区参与型开发           ：云山 苏 （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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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志站听取调查                       在洋县市区街道附近考察朱鹮 

（董寨自然保护区） 

项目开幕式、国际研讨会召开（12 月 20～23日）                                 

作为项目最初的活动，项目开幕式于 12 月 23 日在西安市召开。参加此次开幕式的有来自国家林业局、陕西省・

河南省林业厅、各项目点相关人员、日本大使馆、JICA 中国大使馆、日本环境省等共约 50 位代表。 

至此开幕式之际，在开幕式前于 12 月 20 日，召开了中日双方的专家共同参与的“朱鹮保护现状与对策”的研讨

会，12 月 21 日，组织洋县朱鹮生息地实地参观考察活动。本次活动受到了中日两国媒体的广泛报道。 

       

开幕式照片 

  

 

 

 

 

（日方：读卖、共同网共 8 家、中方新华网等共 15 家） 

开幕式与研讨会的内容

已经以报告书的形式整理

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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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2 月 23 日的项目开幕式 

 

 

 

关于 12 月 20 日的研讨会 

          

トキに関する日中協力事業が開始       

 

新泻大学 池田教授礼节拜访                                        

新泻大学负责朱鹮古代文献调查的池田教授拜访了本专家组。专家组向池田先生介绍了洋县实施调查情况，池田

先生向专家组介绍了新泻大学项目活动情况，彼此进行了信息交流。 

 

项目例会开始召开    （１月～）                                       

中方北京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陆军主任、国家林业局、陕西省等项目合作方，以及日方的专家组共同出席了此次

例会。 

例会上，对今后活动的内容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一致。另外，为了中日双方彼此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沟通，参会

人员一致同意今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例会。 

http://www.47news.jp/CN/201012/

CN2010122201000199.html 

http://ryukyushimpo.jp/news/story

id-171461-storytopic-1.html 

读卖新闻  2010 年 12 月 24

日 

http://sado-toki-no-wadai.cocolog-nifty.com/.shared/image.html?/photos/uncategorized/2010/12/23/101222c1.jpg
http://sado-toki-no-wadai.cocolog-nifty.com/.shared/image.html?/photos/uncategorized/2010/12/23/101222c1.jpg
http://www.47news.jp/CN/201012/CN2010122201000199.html
http://www.47news.jp/CN/201012/CN2010122201000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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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型示范项目座谈会（洋县• 宁陕县）                             

1 月到 3 月间，在各个项目点，连续与当地保护区、县政府的领导人与负责人，以及当地的居民召开了座谈会，

项目组了解了当地有机农业以及   现状，与当地人员就示范项目的愿景及项目可行性进行了意见交流。初步拟定了

在洋县实施有机梨园栽培、泥鳅养殖，在宁陕实施有机板栗栽培、修复水渠项目，在董寨保护区实施有机茶叶栽培

等示范性项目草案。 

 

    

  

宁陕县寨沟村水渠调查              与宁陕县林业局及当地农民的有机农业座谈会 

 

有机板栗栽培技术培训                                               

  3 月 9~10 日，在宁陕县寨沟村举办了有机板栗技术培训。寨沟村建有朱鹮的野化放飞基地，放飞的朱鹮也在这里

生息繁衍。板栗虽然是寨沟村主要的农产品之一，但之前对于板栗的种植属于半野生式的粗放栽培管理。此次培训，

邀请了安康市林业技术普及站的陈育朝所长进行指导，学习了高质量的板栗嫁接以及板栗枝叶修剪方法，并举办了

板栗栽培管理办法讲座。该培训有 60多名村民参加，积极学习了板栗栽培技术。期待这次培训成果，能为当地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做贡献。 

 ＊板栗 中国本地板栗。分布在中国北部。在日本也有天津出口的板栗。 

                     

引进的板栗接穗 发给了参加培训的农户。                专家指导板栗接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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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培训                                                     

3 月 6 日，于陕西省西安市 JICA 专家办公室内以及附近的街道上举办了 GPS 实地培训活动。该培训让参加培

训者学会了用 GPS 收集朱鹮的巢区、觅食区、夜宿地的准确位置信息的方法，有助于朱鹮保护事业的开展。 

              

    （大家认真学习 GPS 软件时的情形）                        （室外 GPS 实践） 

野化大网笼重修                                              

洋县朱鹮救助饲养中心于 1990 年建立，现在，大约有饲养朱鹮个体 150 只。2000 年，在日本的援助下，建成

了高 35 米，面积 5300 平方米的大网笼，用于朱鹮的野化训练。该大网笼经过 10 年的使用以后，由于网笼老化，不

断发生朱鹮逃逸事件，安全的人工饲养无法保证。为此，项目为洋县朱鹮救助饲养中心提供了尼龙网、钢丝绳、涂

料、监测器械等必需材料，当地自然保护区承担人工费，对目前的大网笼进行了修复，并于 3 月底竣工。 

野化大网笼重修工程长期以来一直是该自然保护区的一个难题。这次，在项目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实现了大网

笼重修工程，在当地得到了很大的好评，同时该活动被作为素材收录到了洋县邮局发行的朱鹮纪念邮册里。 

期待这次大网笼修复工程能让朱鹮之乡洋县救助饲养中心今后更有效地发挥其保护作用。 

 

陕西省宁陕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

有关于此次培训活动的报道。 

网址是： 

http://www.ningshan.gov.cn/2009/

E_ReadNews.asp?NewsID=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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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县朱鹮救助饲养中心（正面 来自洋县朱鹮生态梨园的俯瞰图） 重修后的朱鹮救助饲养中心野化大网笼 

 

此次，由 JICA 援助的野化大网笼重修工程被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中国洋县人民政府  

http://www.yangxian.gov.cn/xwxxDetail.asp?id=3143 

人民网 陕西新闻（动画） 

http://tv.people.com.cn/GB/150716/162500/162501/14209987.html 

陕西电视台 

http://www.sxtvs.com/content/2011-03/24/content_4326793.htm 

 

  

                     

    

大地震捐款      (3 月 25 日)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了特大地震，中方合作方陕西省林业厅、汉中朱鹮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宁陕林业局以及河南

省董寨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都带来了关切的慰问和捐款。 

                                  

http://www.yangxian.gov.cn/xwxxDetail.asp?id=3143
http://tv.people.com.cn/GB/150716/162500/162501/14209987.html
http://www.sxtvs.com/content/2011-03/24/content_43267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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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交接仪式  (3 月 25 日)                                           

3 月 25 日，在西安进行了皮卡交接仪式，项目给每个项目点分别捐赠了 1 辆皮卡，共计 3 辆。在今后 5 年间的

项目活动中，这些皮卡车将有效用于朱鹮监测活动与朱鹮保护活动。 

 

  

 

分发给当地居民的挂历以及有关西安世园会宣传册的印制                         

为了宣传项目，提高项目的知名度，在洋县和宁陕分别排版印刷了 1 万张宣传挂历。同时，为西安世园会印刷

了 1 万份宣传册，发给入园参观者。 

来自洋县保护区全体工

作人员的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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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主要活动                                                  

5 月 8 日，项目开幕纪念邮册发行。 

5 月 23 日～25 日，举办朱鹮再发现 30周年庆典。 

 

Xian   Cool                                                              

 

～盛大的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美丽的园艺                                   长安塔 

 

4 月 28 日上午，伴着长安古韵的短歌轻舞，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西安世园会）正式开幕了。西安世界园艺

博览会自 1960 年开始，巡回世界各地，今年终于来到了古城西安。 

这次世园会的主题是“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天”指的是自然，“人”指的是城市，“长

安”则指古都西安。“天人长安”意味着城市自然和谐共生，“创意自然”是在尊重自然和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利

发给朱鹮生息地居民的挂历 西安世园会宣传册 



四季报 人与朱鹮 Vol.１ 

用自然、修复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世园会饱含着对西安这一古城未来发展的美好期待。 

西安世园会非常大，想要去哪里的时候，很容易迷路。这时，戴着黄色帽子的志愿者一定会出现在身旁。有志愿

者们热心的指引，入园的观光游客也轻松不少。 

西安世园会园区规划的总体结构是“两环、两轴、五组团”。其中，“两环”分为主环和次环。主环为核心展园区，

主要的展园和景点均分布在主环内；次环为扩展展园区，布置世园村、管理中心等服务配套设施。“两轴”是指园区

内的两条景观轴线，南北为主轴，东西为次轴。 “五组团”是指园区分为长安园、创意园、五洲园、科技园和体验

园五个组团。四大标志性建筑是长安塔、创意馆、自然馆和广运门，而五个主题园区是长安花谷、五彩终南、丝路

花雨、海外大观、灞上彩虹，三个特色服务区是灞上农家、椰风水岸、欧陆风情。世园会非常大，园内有观光车，

同时还有租赁自行车的地方。 

  世园会内分布着很多的馆，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还应当是秦岭四宝馆。为了这次世园会，陕西省珍稀动物救助

饲养中心特意为派来了秦岭使者，大熊猫（7 只）、朱鹮（20 只）、金丝猴（10 只）、羚牛（5 只）。在巨大的四宝馆

中，有自然的树木和石头相伴，使人完全置身于大自然中，看着身边的动物，烦恼与压力瞬间全然消失。特别，当

看到美丽的朱鹮自由自在地飞翔时，突然有一种找到消失已久的自我的感觉。我想秦岭的使者一定会为人们留下美

好的回忆。 

希望大家都来参观世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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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后记： 

 

日本小说家，故•司马太郎曾在著作中说过“中国一定会再次绿满大地”。我时隔 3 年半又再次赴任中国，在惊叹

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近些年来在自然保护和植树造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通过今后的项目

活动，我想把亲眼所见的中古自然环境的样子介绍给大家。 

《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社区环境建设项目》于去年 9 月启动，今年 4 月在日本专家事务所内设立了“朱鹮情报角”，

为大家提供和展示朱鹮的情报和简单的资料。在陕西省，除了朱鹮以外，还有熊猫、金丝猴等其它的很多珍稀保护

动物，可以说自然环境资源十分丰富。在我们的情报角中也会有这些方面的展示。由于我们经常会去实地考察出差，

因此想要来西安事务所参观学习“朱鹮情报角”的各位，请提前联系我们。我们等待您的到来！ 

 

--平野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随日本友人一同来到洋县参观朱鹮。那时，朱鹮在天空飞翔的美丽姿态就深深吸引了我。四

年之后，我加入 JICA 中日合作“人与朱鹮和谐共存的地区环境建设项目”西安办事处，能够这么零距离地接触朱鹮，

感觉就像命运一般。我是一个新人，为了更好地工作，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请大家多多关照。我会同大家一起努

力的。 

 

                                                                    

--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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