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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s regarded as a sensitive and fragile area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Understanding th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is a key step
toward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paper used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bining interview with respondent. After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of rural
population in the Minhe County, we analyzed the mode of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local people.
With regard to the perception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68% held that
grassland returned green earlier than before, and 62% considered that the grassland degraded, and 78% thought that the
sowing time of crop was ahead of time. Concerning the perception of disadvantages from future climate change, what
worried respondents most were more severe drought (50.4%), contradi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48.5%) and food security (36.8%). Abou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73.8% respondents chose improv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58.2% adopted plastic mulch coverage or crop straw mulching,
and 47.3% depended on adjustment of crop planting structure and crop distribution.
Keywords: Qinghai-Tibetan Plateau; Rural Population;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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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研究青藏高原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状况，

对提高乡村人群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促进青藏高原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采用问卷调
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青藏高原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现状。结果表明：在气候变化对农
牧业的影响感知方面，68%的调查对象认为草场返青时间提前，62%认为在气候变化后草场状况恶化，78%认为
农作物播种时间提前。在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感知方面，调查对象最担心的 3 个问题依次是：干旱更加严
重(50.4%)、水资源矛盾突出(48.5%)、农业粮食安全(36.8%)。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对策主要是：完善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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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73.8%)、增加塑料地膜覆盖面或作物秸秆覆盖(58.2%)、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作物
布局(47.6%)。
关键词：青藏高原；乡村人群；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

1. 引言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已成为世界各国
关注的热点。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发展中国
家受气候变化冲击更为剧烈”[1]。因此，理解人类对
气候变化的感知情况和现有的适应行为，特别是经济
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情况，对应对气候变化意义
重大。当前，国外学者围绕人类的气候变化感知和适
应开展了大量研究[2,3]，尤其是针对农业人口这一气候
变化脆弱人群的适应研究[4-6]。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公众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措施调查方面的相关研究
[7-12]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是生态系

统脆弱区，也是受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青藏
高原近几十年来持续增温的趋势且比全球其他地区
显著[13]，表现更为敏感[14]，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
化的驱动机与放大器”[1,15]。同时，青藏高原的乡村
人群作为这一地区的脆弱人群，正面临着严峻的气候
变化挑战。乡村人群是当地气候变化的最直接感知
者，其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也是最基础的信息反
馈，对区域的气候变化适应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探讨青藏高原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
应状况，对于提高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促进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为
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研究当地乡村人群
对气候变化的感知状况，重点从气候变化趋势、程度、
影响和适应措施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为当地乡村
人群适应未来气候变化，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

2. 社会调查概况及问卷质量分析
2.1. 调查区域概况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部边缘，介于

季寒冷、夏季凉爽、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日照时间长、
辐射强，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为 8.7℃，最热
月(7 月)平均气温为 20.3℃，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为
−10℃；年均降水量为 340.9 mm，年蒸发量为 1804.6
mm，年平均相对湿度 56%。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
米、油菜、青稞、土豆等。
全县共有 23 个乡镇，总人口 38.9 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 35.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90.7%；全县居住
着汉、回、土、藏、撒拉、东乡等十六个民族，其中，
回族占 15.5 万人；土族占 4.32 万人；藏族 1.33 万人；
汉族 17.17 万人；其它民族 0.09 万人。

2.2. 调查概况
本次问卷内容选择大量与乡村人群日常生产生
活相关的因素，其内容由四部分组成：1) 被调查者社
会属性；2) 对当地气候变化趋势、程度、时间及影响
的感知；3) 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选择倾向。此次调查
以问卷、访谈为主。正式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2 月 15 日，调查区域主要包括民和县的官
亭镇和杏儿乡，随机选取调查对象，采取一对一的问
卷调查以及对文化程度较低的被访者采取以问卷调
查为主的现场访谈的方法，从而保证了问卷的数量与
质量以及问卷调查所要求的广泛性和客观性。由于气
候变化在较长时间尺度内发生，所以受访者主要限于
20 岁以上的人口。

2.3. 调查问卷质量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的回收率相对较高，117 份问卷排
除不答、胡答和漏答以外，共收回有效问卷 103 份，
问卷有效率达 85.5%，占县总人口的 2.5/10,000。图 1
为统计后的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概况。可以看出，在
本次调查样本中，男女比例比较协调，各个年龄阶段
及各种行业的人群都有所参与，受访者中中青年龄

102˚26'~103˚04'E，35˚45'~36˚26'N 之间。平均海拔高

段，少数民族，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以及农业、学生、

度 2100~4500 m，为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

打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行业的人群所占比例较高，这

民和地处北温带，属高原大陆性干旱气候，特点是冬

部分人群年龄适中，文化程度代表性较好，对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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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图 1.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概况

境、社会环境有着较为直接较为准确的认识，并体现
出该县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等社会特征。

3. 已发生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
为分析当地居民对于气候变化现象的感知，设置
了“当地草场返青时间、质量变化；农作物播种期变
化”等具体调查问题。民和县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影
响的感知分析见图 2。
对“当地草场返青时间、质量变化”，68%的居民
认为，
“草场返青时间提前”(含“提前很多”和“提
前一点”)，62%的居民认为，
“草场质量恶化”(含“恶
化很多”和“恶化一点”)；对于“农作物播种期变化”
的认知比较集中，78%的居民认为，
“播种期提前”(含
“提前一点”与“提前很多”)。

4. 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
关于最担心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调查结果显示
(表 1)，民和县乡村人群对天气变得极端、暴雨洪涝加

Figure 2. The percep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to infl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图 2. 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农牧业影响的感知
Table 1. The worry of rural population to influences of future climate change (Multiple choices, no more than three terms. The sum
of interviewees is one hundred)
表 1. 乡村人群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可多选，最多选三项，
总计：100 人)

剧、干旱更加严重、引发自然生态危机、传染疾病威
频次

所占比例(%)

比例排序

天气变得极端

29

28.1

5

各方面不利影响的选择频次，所占比例排前三位的分

暴雨洪涝加剧

26

25.2

6

别为“干旱更加严重”、
“水资源矛盾突出”、
“农业粮

干旱更加严重

52

50.4

1

食安全”，乡村人群作为这一地区的脆弱人群，正面

传染疾病威胁

24

23.3

8

引发自然生态危机

33

32.0

4

影响身体健康

25

24.2

7

农业粮食安全

38

36.8

3

水资源矛盾突出

50

48.5

2

胁、影响身体健康、农业粮食安全、水资源矛盾突出
等具体不利影响都有所选择。比较民和县乡村人群对

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

5. 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
适应是从气候变化的结果入手应对气候变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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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指人类面对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采取有效行

虫害越冬基数增加，使得农药使用强度增加。再次，

动，把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害降低到最小限度，同

比 例 排 最 后 的 是 “ (H) 学 习 防 御 灾 害 知 识 和 技 能

时利用其中对人类有利的方面，把气候变化的收益最

(33%)”
、
“(F) 处理牲畜、购买草料、圈养(32%)”。有

大化。

些以农牧结合、以农为主的家庭，面对草场退化等，

选择比例排前三位的依次为(表 2)：
“(E) 完善水
利设施，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73.8%)”
、
“(D) 增加
塑料地膜覆盖面或作物秸秆覆盖(58.2%)”
、
“(A) 调整
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作物布局(47.6%)”
。措施(A)、

开始通过处理牲畜、购买草料、圈养等方式来降低损
失。

6. 讨论与结论

(D)和(E)能够降低农业系统自身对水资源的依赖性，

已有的研究表明，民和县最近 50 年该区域气温

从而提高其适应能力，其中(E)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上升，并且 2000 年后气温上升幅度更明显[16]；

型措施，则有效地保证了当地农业用水需求。当地居

同期，民和县降水量呈下降趋势[17]。

民对上述措施表现较为积极。其次，选择比例在

当地居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气象观测数据基

45%~35%的措施有 3 项，从高到低依次是：
“(C) 改

本一致：在气候变化对农牧业的影响感知方面，68%

变农作物品种”、
“(G) 寻求其他工作(如外出打工)”、

的调查对象认为草场返青时间提前，62%认为在气候

“(B) 增加农药使用强度”
，结合措施(C)及访谈来看，

变化后草场状况恶化，78%认为农作物播种时间提前。

过去广泛种植于民和县的小麦逐渐被玉米等对热量

在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感知方面，调查对象最担

条件要求相对较高但经济效益较大的作物类型所取

心的 3 个问题依次是：干旱更加严重(50.4%)、水资源

代，尤其以旱作区为主的杏儿藏族乡自 2009 年开始

矛盾突出(48.5%)、农业粮食安全(36.8%)。在对气候

加大了塑料地膜覆盖种植玉米面积，农作物在品种选

变化适应方面，调查对象最关心的三个措施依次为：

择上更多地考虑生长期较长的种类；(G)在气候向暖干

“完善水利设施，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73.8%)”、

变化的趋势下，以旱作为主的杏儿藏族乡等地，更多

“增加塑料地膜覆盖面或作物秸秆覆盖(58.2%)”
、
“调

的是靠天吃饭，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等对农业生产影

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作物布局(47.6%)”
。

响很大，使得很多劳动力由于农业严重歉收而外出打

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结果，建议政府在引导民和

工；(B)气温升高延长了小麦等生长期，对某些农作物

县居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主要应该考虑他们所

的生产有利，但加剧了农业用水需求，同时也导致病

关心的问题：干旱、水资源矛盾、粮食安全。从这些

Table 2. Choice tendenc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measure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multiple choice，no more than three terms)
表 2. 乡村人群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选择倾向(可多选，最多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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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您一般采取哪些措施？

(总：103 人)

适应对策选项(可多选)

选择次数

所占比例(%)

比例排序

(A) 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改变作物布局；

49

47.6

3

(B) 增加农药使用强度；

37

35.9

6

(C) 改变农作物品种；

45

43.7

4

(D) 增加塑料地膜覆盖面或作物秸秆覆盖；

60

58.2

2

(E) 完善水利设施，采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76

73.8

1

(F) 处理牲畜、购买草料、圈养；

33

32.0

8

(G) 寻求其他工作(如外出打工)；

43

41.7

5

(H) 学习防御灾害知识和技能；

34

3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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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8]

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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