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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益言堂

� � “江河十年行 ”是绿家园
制定的一项旨在关注和监督
中国西部水电开发的行动计
划。 自 2006 年起，这项行动已
近十年。 我们希望记录西部江
河在这十年间的水质变化 ，并
选取江边的十户人家、十个特
殊景观进行观察，把这些百姓
的命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一同记录下来。 这一记录
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还要把记
录下的问题告诉公众，影响决
策，保护利益相关群体不受到
伤害。

自始至终 ，我给自己的定
位仍是一名记者，这一职业更
符合我的天性。 但自从关注自
然以后，环保志愿者的身份便
和记者职业交融，以致天平甚
至有些倾斜了。 这十年来我所
做的事，对于一个职业记者来
说是“越位”的。 但我走上公益
环保之路，也是因为受到了一
些触动。 1993 年，我在青藏高
原做一个有关生态话题的采
访 ，在那里 ，我看到了在那么
美的环境中被猎杀的野牦牛 。
如果不是看到野牦牛在自然
奔跑的样子 ， 杀了一头牛也
就只是杀了一头牛而已 。 但
是在那种状态下 ， 你就会觉
得它们有点无辜 ， 就想要去
保护它们 。 所以我就下了一
个决心 ， 这辈子我要把大自
然的美和大自然的问题告诉
更 多 的 人 。 另 一 个 触 动 是
1994 年 ， 我采访一个爱鸟成
痴的人 ，他对她我说 “小鸟是
人类的朋友 ， 而朋友正在不
断远去 ”，这句话在他心中种
下了一颗种子，也在我心中种
下一颗种子。 真正让我下决心
走上公益之路的，还有一个领
路人———一个美国的老太太 。
2006 年，我在她的支持下去了
美国，接触了美国的一些环保
组织 ， 在那里学到了怎么找
钱、 怎么开展活动等方法 ，回
国后就成立了绿家园，从此开
始了环保公益之路。

今年 ， 绿家园的怒江生
态文化采风活动刚刚结束 。
在这样的活动中 ， 当地人的
不理解是最让我们难过的事
情 。 我现在在怒江是一个危
险分子 ， 当地人家一听汪永
晨这个名字就恨不得在边防
那儿多看两眼我的身份证 。
每次去怒江 ， 当地村子的派
出所都会对我们严格检查 ，
此次出行还受到不明原因的
跟踪 。 甚至一个村长还质问
过我们 ：“你们不要老来骚扰

我 们 ， 你 们 能 为 怒 江 做 什
么 ？！ ”当地人总认为 ，他们现
在这么穷 ， 他们需要发展 ，尤
其是经济上的发展 ，而我们仿
佛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但这样
的情况也是在慢慢改变的 ，我
们用行动努力给当地留下了
一条自然流淌的江河 ，在这种
努力之下 ，怒江不仅给当地人
带来了经济效益 ，也带来了文
化和生态效益 ，每年一次的怒
江行也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 。

“江河十年行”一共关注了
6 条大江，而怒江已是中国最后
一条自然流淌的大江了。

2004 年，我第一次去怒江，
发现那里已经有了勘探的迹
象 ， 特别是从 2006 年到 2008
年这 3 年， 江上面都有船在钻
江心、凿江壁。 怒江壁是千万年
形成的绝壁，施工者在上坝址、
中坝址、下坝址都进行了勘探，
如此天然的壁画就这样被破坏
了。 直到 2014 年三四月去的时
候， 虽然政府批文仍然没有下
发，但前期勘探工作仍在进行。
今年最大的改观是当地一个施
工工人都没有了， 政府在怒江
建水电站的计划搁置了。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不是
仅仅反对建一个水坝， 而是呼
吁环境评价的执行， 呼吁监督
机制和政策的透明、 信息的对
称， 呼吁在工程建设中的公众
参与。 怒江干流上的水电站到
现在还没有正式动工， 不能不
说是中国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
谏言的结果。

虽然大水电站不建了 ，但
怒江江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
水电站。 2009 年‘江河十年行’
去的时候才三十几个 ， 而到
2013 年各类小水电站就多达
100 多个，沿江的小水电站密密
麻麻。 小水电站不仅没能给投
资者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 ，而
且随之而来的开矿、 建高耗能
企业等行为， 对当地环境又是
一种污染。

我们认为， 一条大江的价
值，不应只有经济效益，而应当
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兼得的。 现在的怒江虽然没
有建水电站， 但在我们多年的
努力下， 这里已经成为一个旅
游胜地， 还开展了国际性的赛
事， 通过这种不干涉自然的保
护， 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 而在经济有了发展、当地人
富裕起来之后， 怒江少数民族
的文化及其节日也开始慢慢发
展。 如此一来，经济、文化、生态
共同发展，皆大欢喜。

留下最后一条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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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NGO 绿家园召集人

近年来， 社会企业发展的
如火如荼，影响巨大。 2001 年，
英国政府组建社会企业局 ，负
责支持社会企业。 2005 年，英国
政府又通过了 《社会公益公司
规则》，从法律层面为社会企业
赋权。 美国政府在社会企业方
面也给予了很大关注。 美国有
一种独特社会企业， 即 L3C 公
司（低收益有限责任公司，low-
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鄄
ny）。 目前，美国已有十个州正
式立法承认了 L3C 公司。 截至
2013 年 1 月 11 日，美国已成立
有 711 家 L3C 公司。

经过多年的发展， 社会企
业这一全新的社会公益运营模
式也已经渐趋成熟， 在社会领
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不过，在
社会企业领域内依旧有一些问
题尚待解决。 其中，最突出的一
个问题是社会企业的外部性问
题， 即在社会企业产出社会效
益的时候，如何收费，从而与社
会共享效益的问题。 导致出现
这一问题的一个重大症结在于
有效计量手段缺失。 目前，我们
缺乏有效的计量手段， 无法评
估社会企业创造的公共利益的

经济价值， 也就无法给予合理
的补偿。 这导致社会企业在创
造出社会价值的同时， 经常会
因为生存困难而倒闭。

这一问题涉及社会企业业
绩计量的问题。 目前，围绕社会
企业业绩计量， 业界主要采用
社会企业综合业绩计量的方
式， 即将社会企业的社会企业
价值与社会影响融合在一个评
价体系之中进行测算。 其中，最
为著名的当属“三重底线”定性
测算模型，即从财务业绩、社会
产出和环境产出三方面计量社
会企业综合业绩。

不过， 这种计量方式还是
存在很多不足。 由于其无法对
社会价值做出定量的判定 ，导
致我们无法评估社会企业的社
会价值。 比如，我们无法评价陪
伴老人服务所产生的社会价
值， 也无法测量救助一只被石
油污染的猫头鹰所产生的社会
价值。 如此一来，社会企业的价
值计算就缺失了一大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
就必须对社会价值资本化 ，比
如自然资本。所谓自然资本，指
的是有利于我们生计的自然资

源和环境，比如：土地、水、水循
环系统等。 通过国际的共同努
力，其已经成功实现了定量化。
在此基础上， 通过自然资本交
易所， 人们可以以在这方面所
创造的社会价值交换资本 。 比
如， 某饮料企业在沙漠中种植
植物 ， 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 ，
还实现了固沙防风 。 这也就创
造了自然资本 ，其可以通过相
应的交易所换取更多的资本
金 。 又比如 ，某企业将秸秆用
于发电 。 这不仅创造了经济价
值 ，也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的环
境污染 ，而且 ，其还可以通过
交易所将这部分自然资本出
售 ，以换取更多的资本金 。 所
以 ，自然资本的推广应用是一
举三得的好事。

通常而言 ， 自然资本的直
接出资方是政府或直接相关主
体。 政府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压
力，所以才会运营市场化手段，
以出资购买自然资本的形式实
现政策目标。 同时，政府还会出
台政策， 要求企业等相关主体
保护自然环境， 不达标的企业
只能通过交易所交易的形式 ，
购买其他企业的自然资本 。 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自然资本的
最终的买单者还是享受了良好
自然的社会公众。

目前， 自然资本在我国已
经初步兴起了。 学界和实务界
也开始关注到了这一领域。 但
其仅是社会价值量化评估的一
个开始。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
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 ，社
会企业在世界上的作用会越来
越大， 转型成为社会企业的传
统企业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

社会企业与自然资本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
生连续三年在河南省洛阳市嵩
县纸房乡草庙村组织开展 “关
注留守儿童”实践团活动，他们
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形成了来
源于实践的颇有价值的报告 、
论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互动
活动， 为大学生关注留守儿童
问题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大学生群 体关 注 留 守儿
童， 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国情认
识，调动大学生群体力量，提高
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实
践水平，引导社会的舆论导向，
无疑都是积极必要的。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工作
有着天然的优势。 一是有假期，

能够集中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
间， 较为扎实地深入到留守儿
童及其家庭当中， 克服了参观
考察、走马观花的弊端；二是当
代大学生知识结构综合、 信息
处理能力强、 研究问题工具手
段新， 远较当地乡村教师及志
愿者先进和现代； 三是大学生
与留守儿童的年龄差距和代沟
现象要小于留守儿童的父母 ，
更远小于祖辈 ， 这为沟通 、引
导、互动带来方便。

大学 生 参 与留 守 儿 童工
作是留守儿童的需要 。 在留守
儿童问题上 ， 家庭 、 教师 、社
会 、 政府等各方面都有缺失 ，
但榜样的缺失十分紧迫 。 如果

教育出现偏差 ，由于感情的认
同和人才参照系缺乏 ，留守儿
童第一追从者极易是他们 打
工的父母 ， 对于成才标准 、渠
道就会出现模糊认识 。 大学生
的出现 ，将励志具象化 ，将成
才现实化 ， 将方法手段 个性
化 ，使留守儿童在真实活动中
寻求到榜样 ，感受到榜样的力
量 。 当然 ，如果大学生能够长
期连续地和留守儿童结对 ，除
假期也能保持远程互动 ，效果
可能更好 。

大学生参与留守儿童工作
是促发全社会重视留守儿童的
必要手段。 一代代大学生群体
都是社会的高知识人群 、 精英
阶层， 很多人会在不同领域处
于组织者领导者位置。 这一群
体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重
视，很可能就会转化为社会 、政
府的认识和重视， 这一群体的
力量很可能就会转化成社会的
力量、政府的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学
生连续、深入地开展“关注留守
儿童”实践活动，事实上同时满
足了大学生 、留守儿童 、社会 、
政府等多重需要。

架起大学生和留守儿童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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