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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知识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
议题，并成为世界各地传统民族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与途径。作者

系统梳理了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内涵，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气候

变化背景下的特点，分析和深入探讨了传统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角

色：传统知识可以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与增加碳汇，从而在减缓气候变化策略

中发挥作用；传统知识可以减少气候脆弱性和增强气候复原力 （韧性），从

而在适应气候变化策略中具有价值。基于这些作用和价值，作者进一步提出

应该通过与科学知识的结合、与减缓和适应策略的融合、与气候政策的整

合，最终实现传统知识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主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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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个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于 １９９２年缔结，并于
１９９３年正式生效，目前有１９３个缔约方。《生物多样性公约》率先提出了传统知识的
保护和惠益分享，并在这一领域为联合国另外一个国际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提供了指导。２０２１年１０月，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ＣＯＰ１５）将在中国昆明举行，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惠益分享是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
题。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生物多样性，由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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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也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居住在那里的传统民族社会①有着丰富的传统知识，他们

依靠传统知识来维持对其社区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这种传统知识往往以环境、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人与自然的纽带。这些知识还根据生物多样性资源利

用的经验和做法，提供着关于气候变化的地方信息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ａ）。
事实上，传统民族社会一直在利用传统知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Ｂｅｒｋｅｓａｎｄ

Ｊ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１；Ｔｕｒｎ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ｆｔｏｎ，２００９）。传统民族社会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影响有
切身的感受和最直接的经验，他们的传统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带来

的影响，以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方法 （Ｒ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０１；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８ｂ）。
传统知识特别适合于适应气候变化，因为这些当地的实践和做法首先承认环境条件总

是在不断变化，并且需要人类社会作出反应 （Ｂｅｒｋ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０）。因此，传统民族
社会掌握的有关气候变化的传统知识有利于气候科学的发展和气候政策的制定

（Ｒｅｉｄｌ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０１；Ｍｏ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并且，传统知识有助于人们加深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为制定公平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提供依据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尹仑，２０１８ａ）。

但是，气候科学家和决策者仅仅倾向于认可传统知识作为数据来源的价值。也就

是说，对他们而言，传统知识之所以对理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有价值，仅仅是因为这一

知识提供了基线数据和地方信息，而这些数据和信息往往是科学技术难以获得的。但

对传统民族社会而言，传统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数据，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知识

包括许多由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的知识和实践能力，这些知识和实践能力往往经

过长期的考验，并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Ｈｏｂａｒｔ，２００２）。传统知识通常包
括地理位置、时间、物种的利用价值和象征意义、狩猎和采集地点以及自然圣境等信

息，往往对作为知识拥有者的传统民族社会具有深刻的精神或文化意义，是有文化属

性的。气候变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系统梳

理了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内涵，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特

点，分析和深入探讨了传统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价值，提出要实现传

统知识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主流化。

二、传统知识的概念、内涵和特点

传统知识，也被称为土著知识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ａｎｄＲｏｕé，２００２）、传统生态知识
（Ｂｅｒｋｅｓ，１９９９；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０）、地方知识或地方生态知识 （Ｏｌｓｓ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ｋｅ，
２００１；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５），是传统民族社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发展起来的知识，
这些经验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并不断发展以适应周围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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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联合国相关公约、国内外学者和传统民族社会自身都日益关注传统知识议题，对

传统知识概念、内涵与特点的认识不断深化。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内涵

目前国际上对于传统知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Ｈａｒｄｅｓｔｙ，１９７７；Ｆｌａｖｉｅｒ，１９９５；Ｗａｒｒ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５；Ｇｒｅｎｉｅｒ，１９９８；Ａｒｎａｋａｋ，
２００２；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２００４； Ｗｅｎｚｅｌ，２００４； Ｓｏｅｊａｒｔｏ 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Ｓｃｈüｋｌｅｎｋ ａｎｄ
Ｋｌｅｉｎｓｍｉｄｔ，２００６；Ｓｗｉｄｅｒｓｋａ，２００６；Ｍｅｍｏｒｙ，２００７；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２；薛达元、
郭泺，２００９；薛达元，２０１４；薛达元、杜玉欢，２０１４）。广义的传统知识指经过长期
积累和发展，代代相传的具有现实或潜在价值的知识、经验、创新或实践。传统知识

的创造和维护取决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它以当地生态系统为基础，与生物多样性和气

候密切相关，包括与天气和气候有关的传统知识，以及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传统知

识。狭义的传统知识指的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

约》将传统知识定义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知识体系、创新和实践科学，此外在获

取和惠益分享的概念下，又进一步将传统知识具体化为与遗传资源有关的知识，并且

传统知识本身也被视为一种与生物和遗传资源相关的特殊资源。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

知识具体可分为五个类别：传统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

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

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综合各方见解并结合气候变化的背景，传统知识的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系统性

内涵。传统知识是人们基于与周围气候条件、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之间

的密切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系统性知识体系，是一个知识、实践和信仰的累积体，一种

获取信息的方式，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这一系统性知识体系在长期的经验积累和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得到持续的改进和发展。二是资源性内涵。《生物多样性公约》在

其序言部分明确提出了传统知识的定义：认识到许多体现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民族和

地方社区对生物资源的密切依赖和传统依赖，以及公平分享利用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

益的可取性，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有关的创新和做法。《生

物多样性公约》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侧重于生物资源，并将传统知识局限于能够直接

和间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创新和实践。三是民族性内涵。传

统民族社会不认同以西方语言和科学为基础的传统知识定义，认为英语中表示传统知

识的短语，如 “传统生态知识”，是学术界和政策界单方面创造出来的，是与传统民

族社会相割裂的，因此往往不能充分反映传统民族社会的思维模式、知识形态和生活

方式。传统知识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还包括制度、精神和信仰，以及人与自然环

境之间的关系等。传统知识是一种 “生活方式”，它不仅是如何生活的知识，而且本

身就是生活的真实存在。这种生活方式以生计和自然资源利用模式为基础，并进一步

反映在习俗、故事和语言中。维持这些生活方式需要有能力观察、记录气候条件、自

然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相关信息，并发现和利用一些指标作出生计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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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决策。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知识的特点

进入２１世纪后，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学者们愈加关注传统知识，并把传
统知识的概念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将其置于气候变化的语境中，认为传统知识是一

个动态的适应过程 （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０９）。传统知识是一种认识天气和气候的方式，而不
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也不是孤立的存在，传统知识始终在不断地变化以适应气候变

化 （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１２）。
气候变化影响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往往也拥有丰富的文化多

样性，传统民族社会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这些基于生物多样性资源

利用经验和实践的知识提供了关于气候变异和变化的信息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生物
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因此其相关传统知识的特点

也可以分为三部分，并与气候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１．遗传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
在驯化、培育和利用栽培植物和家畜品种资源及其他生物资源的长期过程中，传

统民族社会通过代代相传创造了与遗传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与植物遗传资

源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气候变化给农业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威胁着植物遗传资

源。未来世界饥饿人口将进一步增加，传统民族社会的粮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峻。一

方面，气候变化对自然栖息地产生负面影响，威胁作物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和相关传统

知识。植物遗传多样性正遭受 “遗传侵蚀”，相关传统知识也面临严重侵蚀。另一方

面，植物遗传资源是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的支柱，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一个

物种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取决于物种内部存在的遗传多样性

水平 （ＨａｍｍｅｒａｎｄＴｅｋｌｕ，２００８）。
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与传统民族社会的传统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民族社会通

常位于拥有世界上大部分遗传资源的地区，他们发展出了丰富的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

统知识。他们从当地野生物种中培育出多种农业和园艺作物品种，这是现代植物育种

和世界粮食安全的基础。同时，他们还通过品种选择和杂交促进了物种遗传资源的多

样性。因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可以进一步增强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以应对气

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确保世界各地，特别是传统民族社会的粮食安全。传统知识被

认为是保护和开发遗传资源的关键因素，可以改变遗传资源的生物多样性 （Ｊａｖａｉｄ
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２０１６）。对与植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利用，可以巩固
和增强传统民族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并能直接丰富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Ｓａｌｇｏｔｒ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在这种情况下，植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是决定全球粮食安全的宝贵财富。

它们提供了重要的基因／等位基因，这些基因／等位基因对生物和非生物压力的抵抗力
通常存在于野生物种和土地品种中。面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农业面临的威胁和

挑战，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知识在农业种子和植物遗传资源中的作用 （Ｙｉｎｅｔａｌ，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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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因此，传统知识不仅对保护遗传多样性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成为当前和未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基因库来保存本地物种的遗传信

息，这些物种的遗传特征可能有助于未来的育种计划，以增强对病虫害的抵抗力或对

不利天气条件的耐受性。另一方面，有必要建立一个传统知识数据库，在保留遗传特

性的同时保存育种知识，因为存储在种子库中的种子需要如何种植它们的相关说明和

知识。

２．物种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
通过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等传统生计，传统民族社会在长期驯化和培育动植物品种

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物种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物种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在使传统

民族社会能够持续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的背

景下。确保物种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关键因素是如何让传统知识参与进来。

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地的物种范围和生态群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导致植物物

种多样性的改变和丧失 （Ｔｈｏｍａ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４）。气候变化可能通过干旱和热浪对光
合作用、呼吸作用、蒸腾作用和物候学的影响直接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或通过火

灾、寄生虫和疾病、垃圾质量和分解间接影响植物物种多样性，并可能增加许多地区

植物死亡和灭绝的风险 （ＩＰＣＣ，２０１３）。
传统民族社会往往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气候变化给当地

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药用植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相关

传统知识。传统民族社会形成了丰富的与药用植物物种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进

一步成为其文化和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尹仑，２０２１）。因此，气候变化引起的药用
植物物种多样性的丧失或改变，不仅将影响传统民族社会的健康和医疗，而且将进一

步影响他们的精神和文化。

另外，保护现有的包括药用植物在内的植物物种多样性，是传统民族社会应对气

候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传统知识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传统知识不是一个静止

的状态，而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药物植物物种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也在随着药用植物

物种多样性的转变而变化，通过定量分析和研究，这些传统知识可以成为衡量气候变

化引起的物种移动的指标。同时，传统知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植物物种的多样

性，成为传统民族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

３．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与气候变化
传统民族社会生活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如森林、沙漠、高原、冰原、

旱地、海滨和流域，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不同类型的传统知识。同时，尽

管一些传统民族社会生活在同一地区，但由于这一地区包含不同的生态系统，也造就

了他们传统知识的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维

护了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森林生态系统是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根据不同的森林类型，森林生

态系统也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如亚马孙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和喜马拉雅的针叶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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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同一地区，由于海拔高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如在喜马拉

雅，海拔１０００米以下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海拔１０００—２５００米是常绿阔叶林生态系
统，海拔２５００—３２００米是针叶和阔叶林生态系统，海拔３２００—４０００米是针叶林生态
系统。生活在其中的传统民族社会也形成了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关的传统知识。

对居住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传统民族社会而言，由于生活与当地生态系统有着密

切的联系，生计对自然资源有着高度的依赖，因此他们最早见证、了解和体验到了气

候变化的影响 （ＰａｒｒｏｔｔａａｎｄＡｇｎｏｌｅｔｔｉ，２０１２），并通过相关传统知识来观察、理解和
应对气候变化 （Ｖｌａｓｓｏｖａ，２００６；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Ｃｒｕｍｐ，２００８；ＧａｌｌｏｗａｙＭｃＬｅａｎ，
２０１０）。

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相关传统知识支持着传统民族社会的生计和文化，这种传

统知识降低了气候变化给他们带来的脆弱性，增强了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

（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

是传统民族社会预测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和认知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他

们可以合理、有效地安排日常生活和生计活动。第二，由于传统民族社会的生计方式

往往严重依赖森林生态系统 （如非木材森林产品），因此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

影响直接和间接地威胁到他们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可以维护和改善森林

生态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生活的安全性。第三，森林生态系

统维持着传统民族社会的自然环境，并提供食物、水、木材、肥料、药用植物等自然

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是传统民族社会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气候变化对森林

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将破坏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导致当地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

源的枯竭。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可以减缓这种负面影响，发挥维护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作用，从而实现传统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四，气候变化对

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将增加当地灾害的风险，特别是极端天气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破

坏，会给传统民族社会带来火灾、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造成财产和生命的损

失。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可以预测和预防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现

象，将潜在的灾害风险降到最低。

三、传统知识与应对气候变化

传统民族社会被认为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先锋队”（ＧａｌｌｏｗａｙＭｃＬｅａｎ，
２０１０）。传统民族社会对环境的敏感性、适应能力和复原力表明他们有能力根据不断
变化的气候条件改变自己的行为 （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２）。传统知识可以在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知识可以为减

缓和适应策略提供重要的信息。

传统知识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解释生态过程的变化，并用于环境和社会影响评

估，也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Ｂｅｒｋｅｓ，１９９９；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０；ＮａｋａｓｈｉｍａａｎｄＲｏｕ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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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Ｏｌｓ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传统知识可以为准备、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提供
很有价值的信息和指导，这些在历史上用来识别、理解和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正在

重新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信息来源。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

并利用传统知识，以改进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

对传统民族社会而言，传统知识是应对当地气候变化的学习过程和知识库，因此

传统知识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方法———减缓和适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通过

植被恢复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选用耐旱种子可以适应干旱等 （Ｓｐｅｒａｎｚａ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传统知识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解决气候变化的原因来减
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二是以最佳方式适应气候变化。例如，肯尼亚北部部落民族拥有

丰富的与森林生态系统相关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维护了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

样性，促进了森林的发展，从而可以成为隔离和封存碳的森林碳汇，为减缓气候变化

作出贡献；同时，这些传统知识成为预测极端天气的指标，可以有效减少诸如暴雨、

干旱等极端天气现象及其带来的诸如洪水、火灾等次生灾害给当地村落带来的损失

（Ｚａｃｈａｒｙｅｔａｌ，２０２１）。云南布朗族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作
物品种使用、土壤肥力改良实践、土壤耕作实践、交错播种和混种等方面的传统知识

和技术，可以有效适应气候变化给农业带来的影响；客观上，布朗族的这些传统知识

封存了土壤中的碳，并减少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Ｙ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０）。
（一）传统知识与减缓气候变化

减缓气候变化是指人类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来源或增加碳汇而进行的干预

（ＩＰＣＣ，２０１４ａ）。对于传统民族社会而言，减缓活动等同于他们在传统上保护自然资
源的措施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做法，其内涵与ＩＰＣＣ关于减缓的定义相同，即减少人为
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和增加碳汇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１．传统知识与温室气体减排
减缓气候变化的最好办法是严格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策略强调通过提高能源

效率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大力发展包括太阳能在内的清洁能源 （Ｎｙｏ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虽然人们普遍认识到在工业领域和城市环境中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开
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但对农村、耕地、牧场和森林的关注相对较少 （Ｐａｒｒｏｔｔａａｎｄ
Ａｇｎｏｌｅｔｔｉ，２０１２）。传统知识，特别是与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关的知识，有助于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是传统民族社会在长期农业生产

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实用技术，包括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和生物资源技术。这些技术可

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提高粮食质量、保障粮食

安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在化肥问世之前，传统民族社会主要依靠有机农业。与现代农业相比，有机耕作

方法和技术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式农业不同，这些传统技术

和耕作方式既不依赖无机肥料、农药和机械化耕作中化石燃料的投入来维持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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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因大规模农业扩张而导致毁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这些技术和方法的应用

可以使传统农业趋向于更高效地利用能源，而不是像集约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那样

高度依赖化石燃料。例如，对传统的农林复合经营和轮作农业来说，虽然其综合生产

力较低，但其传统的耕作技术和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能，使其产生的能量大于

消耗的能量。相比之下，工业式农业消耗的能源要多于生产，这就需要更多的能源投

入，特别是以化石燃料、化肥和农药为基础的能源投入，才能实现其高生产率。与传

统农业相比，工业式农业由于高度依赖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因而能源效率低下，并

且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农业产出而言，传统农业实际上可能比可持续性较

差、能源投入高、温室气体排放高的工业式农业更具生产力。在当前和未来，农业生

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可以持续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２．传统知识与增加碳汇
森林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碳汇，可以在大气中捕获和储存大量的二氧化碳，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气候变化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Ｋａｒｊａｌａｉｎｅ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４；ＳｔａｉｎｂａｃｋａｎｄＡｌａｖａｌａｐａｔｉ，２００２）。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全球一半以上的碳汇来
自１４０年以下的 “年轻”森林，尤其是在中高纬度地区，因此增加碳汇通常涉及保

护森林和鼓励植树造林的林业方案 （Ａｄｅｓｉｎａ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基于森林在应对气候变
化中的重要作用，《京都议定书》允许各国将森林中封存的碳纳入本国的排放要求。

传统民族社会已经认识到森林的重要性，他们在居住的区域自发建立了很多 “神圣

森林”和公共森林保护区。这些管理良好的森林不仅为当地社会提供食物和木材资

源，还可以充当碳汇。传统民族社会拥有与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包

括技术、信仰和文化。这些技术、信仰和文化保护了原始森林，并且成为维护森林生

态系统和植树造林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有助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可为增加碳汇提供重要的解决办法。

此外，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包括轮作农业等休耕耕作制度和方

式，也促进了 “年轻”森林的生长，特别是休耕期间生长的新森林，在碳吸收和储

存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混农林业是另一种在碳吸收方面非常有效的做法，其传

统技术导致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加，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对森林的压力。因

此，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可以通过增加生物量和土壤有机质中碳的固

存，来帮助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

（二）传统知识与适应气候变化

由于全球气候系统的惯性，即使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全球气

候变化也不太可能很快停止或得到减缓 （Ｂｏ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因此，适应被视为减少
气候变化预期负面影响带来的脆弱性的可行选择。适应气候变化是指自然系统或人类

为了应对环境的实际或预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而进行的调整，旨在降低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脆弱性，并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机会 （ＩＰＣＣ，２０１４ｂ）。对于传统民族
社会，传统知识是一个动态的信息基础与过程，通过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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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和发展。ＩＰＣＣ在２００７年第４次评估报告中强调，传统知识是制定应对策略和自
然资源管理方式，以适应环境变化、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变化的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

基础。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经常从脆弱性和复原力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因此，本

文也将从减少气候脆弱性和增强气候复原力两个方面，来探讨传统知识与适应气候变

化之间的关系。

１．传统知识与减少气候脆弱性
气候脆弱性是指地球物理、生物和社会经济系统易受和无法应对气候变化不利

影响的程度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脆弱性由敏感度、暴露和适应能力决定 （Ｐｒｎ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根据ＩＰＣＣ的定义，敏感度是指一个系统受到气候刺激的影响或对其作出反
应的程度，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暴露与某一特定单位的气候压力程度有关；

而适应能力是指一个系统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力或能力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ａｎｄＨｉｌｌｅｌ，
２００８）。

传统民族社会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先受害者，他们在面对气候变化影响时更加脆

弱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２０１４ａ；Ｆｏ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气候变化对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并以其为
基础的传统生计方式也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由于许多传统民族社会在社会、经济

和文化上不同于主流社会，因此气候变化的相关决定、政策和行动，对传统民族社会

而言有可能是不充分、不适宜，甚至是不适当的。这些都造成了传统民族社会在面对

气候变化时的高度脆弱性。对于传统民族社会而言，暴露是指存在潜在问题的条件；

敏感度是指个人和集体易受这些暴露影响的生活和生计特征；适应能力既与当地的社

会因素有关，也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ＳｍｉｔａｎｄＷａｎｄｅｌ，２００６；Ｐｒ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然而，传统民族社会虽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潜在受害者，但是他们有能力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以减少气候脆弱性。这种能力正是基于他们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气

候和物候知识。传统知识在天气和气候预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传统知识的适

应措施，例如建立预警系统对极端天气进行预测等，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面对气候变

化和极端情况时的脆弱性 （ＡｊｉｂａｄｅａｎｄＳｈｏｋｅｍｉ，２００３）。根据传统知识，传统民族社
会将判断是否会发生干旱、洪水、滑坡和暴风雪等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并预测这些

事件的规模和影响，以便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减少由气候灾害造成的脆弱性 （尹仑，

２０１８ｂ）。同时，根据传统的气候和物候知识，他们还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和解释天
气和气候的变化，并最终决定生计，确定和调整放牧和种植的时间、作物品种、牲畜

品种以及相关技术。因此，基于传统知识的气候预测系统可以帮助传统民族社会减少

气候变化造成的生计脆弱性。

２．传统知识与增强气候复原力
随着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复原力逐渐成为适应气候

变化的新概念。特别是 《巴黎协定》提出 “减少脆弱性，增强适应性和复原力”的

全球适应目标后，复原力逐渐成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２０１９年９月，在
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全球适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 《立即适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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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复原力的全球呼吁》（ＡｄａｐｔＮｏｗ：Ａ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ｌｌｆ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了深刻而全方位的负面影响，
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环境和经济的必然 （ＧＣＡ，２０１９）。增强气候复原力已经
成为科学机构、决策者、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设计应对气候变化方案中的重要目标。

复原力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研究和报告中被定义为生态系统在受到扰动后

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是一个系统吸收干扰并维持其基本功能、结构及其特性的能

力 （Ｈｏ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３；ＷａｌｋｅｒａｎｄＳａｌｔ，２００６；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在 ＩＰＣＣ的报告
中，气候复原力被定义为一个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及时有效地预测、吸收、适应或恢复

危险事件影响的能力，可以维护、恢复或改善其基本结构和功能 （ＩＰＣＣ，２０１２）。复
原力不仅包括系统保持或恢复原状的能力，还包括系统在不确定性变化中的适应和学

习能力。因此，气候复原力要求社会生态系统具备以下能力：（１）吸收能力，即能
够吸收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２）适应性，即调整和适
应外部冲击或压力，以提高系统的可持续性；（３）转变能力，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
的影响做好准备 （ＶａｙｄａａｎｄＭｃＣａｙ，１９７５；Ｎｅｌ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Ｆｏｌｋ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Ｂéｎé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传统知识为评估传统民族社会面对气候变化影响时的复原力提供了途径，他们的

文化和传统知识天生具有复原力，对所处自然环境的深入了解、对本土生态系统的熟

悉，以及对天气和气候变化的预测成为这种复原力的基础。传统知识在面对气候变化

时具有生命力和内在适应性，不是积累信息的静态内容，而是传递社会价值观和态度

的工具，因此可以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同时，在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复原

力是生态系统的一种新兴属性，它是由系统内的基因、物种、物种功能群和过程在多

个尺度上赋予和形成的 （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６３；Ｄｒｅｖ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对于传统民族社会
的生态和社会系统而言，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可以在增强气候复原力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遗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可以增强生计系统的气候复原力。例如，

植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可以使传统民族社会能够选择不同作物的种

质资源，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包括土壤质量、温度、坡度和日照等。这

种与植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可以使农业生计多样化，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

响，从而帮助传统民族社会更有效地适应气候变化。同样，牲畜品种的多样性及其相

关传统知识可以帮助传统民族社会适应气候变化对畜牧业的影响。例如，为了应对干

旱，牧民们会选择饲养更多的耐旱家畜。牧草资源的多样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可以帮

助牧民及时调整饲用牧草的品种，减少气候变化对牲畜生计的影响。同时，多样化的

药用植物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也可以维持传统民族社会的健康和医疗保健，减少气候变

化带来的健康风险。

与生态系统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可以增强传统民族社会生态和社会系统的气候

复原力。例如，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农田环境的影响，农民可以根据农田生态系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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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传统知识，决定和调整农业种植技术和方法，确定灌溉时间，以增强农业生计系统

的复原力。同样，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牧场环境的影响，牧民可以根据牧场生态系统

相关传统知识，调整过渡时间和轮牧制度，增强畜牧业生计系统的复原力。为了应对

气候变化对流域环境的影响，农民可以根据与流域生态系统有关的传统知识判断是否

会发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从而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增强社会在应对极端天

气和气候灾害时的复原力。传统知识同样可以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复原力，为当地社

会提供重要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

四、传统知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主流化

面对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的挑战，传统民族社会所能采取的最直接、最有效

和成本最低的适应方法和举措往往是他们的传统知识。与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一样，

传统知识可以增强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的能力。认识到传统知识在观

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价值是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第一步。在当前和未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主流化，促使全

人类反思、调整和改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式和进程，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都面临挑战，两种知识体系都有

各自的缺点和不足。例如，对于传统知识来说，由于气候的可变性和当前气候变化的

强度和频率，传统基于观察、主观意识和定性描述的知识对气候变化的预测越来越不

准确。对于科学知识来说，科学模型和数据分析也有缺点：侧重于有限变量集的还原

论方法；从有限的数据集进行推断；指标体系受到限制；当极值可能是关键因素时，

却过于关注平均值；等等。另外，基于模型和数据的分析可以提供气候变化的宏观图

景，但很难缩小数据规模以满足局部地区的需求。这两种知识体系的有效结合可以弥

补它们各自的不足，从而使气候变化的决策和行动能够基于 “最佳可用的知识”。然

而，这种结合的前提是 “尊重”，即以全面和相互尊重的方式理解与气候变化相关的

传统知识，要敢于基于传统而创新，开展跨学科合作，制定新的测量标准。同时，应

进一步完善和推进传统知识的研究。例如，基于传统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关系，

对传统知识进行分类，建立指标体系，将定性参数转化为定量的研究分析指标，从而

找到传统知识的 “客观性”。弥合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鸿沟，实现两种知识体

系的结合，帮助人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相互理解，也需

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

（二）传统知识与减缓和适应策略的融合

对于很多传统民族社会，由外界主导实施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往往是不可持续

的，甚至是失败的。这些策略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传统民族社会往往被视为一个等待外部帮助的无力、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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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而不是一个有能力、积极和主动的群体。这些策略主要由外部主导，依赖所

谓 “先进”的外部概念、技术和目标，没有考虑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

这些策略的目标没有反映当地人的愿望和需要，也就是说，这些策略没有认识到传

统知识的价值。传统知识可以增进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了解，并为制定公平和有

效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策略提供思路。对于传统民族社会，与外部主导的减缓和

适应策略相比，他们更愿意采取基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减缓和适应策略，因为这样的

策略使他们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应用其传统知识，从而使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更加有效。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可以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策略中

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或替代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为达到应对气候

变化的 “最佳实践”，减缓和适应策略应该主动吸收和接纳传统知识，实现两者的

融合。

（三）传统知识与气候政策的整合

虽然传统民族社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严重，但长期以来他们在气候决策中

往往都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关气候政策仍较少提及传统民族社会。此外，在相关气候

政策中，传统民族社会也往往被视为气候变化过程中被动的受害者，被认为无力应对

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的传统知识很少被提及。但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相关气候政

策对这一议题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传统知识也开始融入相关气候政策中。例如，

《巴黎协定》在文本中正式承认了传统知识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应

当基于和遵循现有的最佳科学，以及适当的传统知识、土著人民的知识和地方知识系

统，以期将适应酌情纳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以及行动中”（ＵＮＦＣＣＣ，
２０１６）。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传统知识应该与科学知识有着同样的地位。将传统知
识纳入相关气候政策，应认识到传统知识的价值，认识到传统知识在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中的作用和能力，以减少传统民族社会在极端气候和其他压力面前的脆弱性，增

强其气候复原力；在气候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同时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

式，积极鼓励传统知识的参与；在气候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同样应重视传统知识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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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５（２），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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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ｍ（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１：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ｐ２３－４０

ＣｒｕｍｐＪ（２００８），“ＭａｎｙＳｔｒｏｎｇＶｏｉｃｅ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Ｉ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２，ｐｐ２４－３３

Ｄｒｅｖｅｒ，ＣＲ，Ｇ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ＣＭｅｓｓｉ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ＣａｎＦｏｒｅｓｔ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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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ＭＷａｒｒｅｎ（ｅ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４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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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ｄ，ＪＤ，Ｌ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ｎｄＪＲｕｂｉ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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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Ｇ，ＭＭａｌｌｏｒｙａｎｄＦＭｅｒｋｅｌ（２００５），“ＣａｎＬｏ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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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１５－５０

Ｈａｒｄｅｓｔｙ，ＤＬ（１９７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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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ＨＰ（２０００），“Ｕ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ｐｐ１２７０－１２７４
ＩＰＣＣ（２００７），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７：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ＩＰＣＣ（２０１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ｓｏｆＥｘｔｒｅｍｅＥｖｅｎ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ｖａ：ＩＰＣＣ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ＩＰＣＣ（２０１３），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３：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ＵＳ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ＩＰＣＣ（２０１４ａ），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Ｉｍｐａｃｔ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ＩＰＣＣ（２０１４ｂ），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４：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ｅｖａ，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ＩＰＣＣ，ｐｐ１１７－１３０
Ｊａｖａｉｄ，ＡＢａｎｄＴＳｔｅｖｅ（２０１６），“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ＫＳａｌｇｏｔｒａ（ｅｄ），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ｆｏｒＦｏｏ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ｄｉａ，ｐｐ３９－６３

Ｋａｒｊａｌａｉｎｅｎ，Ｔ，ＳＫｅｌｌｏｍｓａｎｄＡＰｕｓｓｉｎｅｎ（１９９４），“ＲｏｌｅｏｆＷｏｏｄ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ｉｎ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ｌｖａＦｅｎｎｉｃａ，２８（２），ｐｐ６７－８０

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ＭＰａｒｓｏｎｓａｎｄＫＯｌａｗ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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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２３，ｐｐ６２３－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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