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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钟华访谈录  

时间：2005 年 8 月 

地点：云南丽江 

访谈人：王金玲 

被访者：和钟华 

 

王金玲：今天我们到云南丽江采访和钟华老师。 

问：和老师，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你给我们讲一下你的姓

名啊，出生年月啊，自己的一些成长过程啊，好吗？ 

答(穿民族服饰,坐着)：我叫和钟华，纳西族，出生在 1937 年，抗日

战争时期。我从 11 岁以前，我是在金沙江边的石鼓小山村里面长大。

老家是在古城，11 岁以后我才回到丽江古城老家。那么，我在小学、

中学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故乡度过的。小学五年级以前是在石鼓，六年

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在丽江古城上学。我们这个地方是纳西族的

主要聚居区，包括外来民族，以前呢，包括汉族进来，都是穿纳西服，

他们会讲纳西话。那么，他们呢，叫我们是本地人，我们叫他们是汉

人，大家和睦相处，所以，一直都是非常友好的。我们地区也还有很

多民族，与金沙江隔江相望的是藏族地区，还有小凉山那边是彝族，

还有呢，还有白族，跟我们杂居。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环

境当中。因为丽江是我们纳西族聚居区，纳西族全国唯一的一个自治

县——纳西族自治县，就在丽江，以前是叫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在

丽江改为市以后，就叫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在纳西文化的环境当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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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以后，因为我的父母，我的祖辈都是地地道道的纳西族，对我们自

己本民族的文化啊各方面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问：你的父母是干嘛的呢？ 

答：我母亲是个普通的纳西族妇女，就是靠。。我们是在农村的小镇

上吗，她主要是搞小手工业，你看，我背上背的这个就是我母亲绣的。 

问：哦！很漂亮啊！ 

答：我小时候就是跟着我母亲长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她就是靠

刺绣，摆点小摊，维持生计。父亲呢，我周岁的时候，他就上了抗日

前线，所以我就不知道，原来听说他是在教乡村小学。 

问：就跟父亲没有见过，是吧？ 

答：对，没有见过面。 

问：哦，就一直跟着母亲长大？ 

答：嗯，一直跟着母亲长大。 

问：那你母亲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答：对，很大。因为我生长的那个纳西族地区呢，就是以古城为中心

的那部分，从明代就开始接受汉文化。我们当时是土司统治，土司姓

木，我们老百姓就姓和，然后开始接受汉文化。然后，雍正元年，那

个 1723 年，“改土归流”，改为中央派流官来统治。所以那个时候呢，

流官就是实行“以夏变夷”的政策，就是他们提出来叫“习汉文，仿汉俗”。

为了接受汉文化教育，改变我们的一些民族习惯呢，就是从汉俗，就

是这种情况。那么像我们祖上，就我外婆家，是那个纳西族历史上改

土归流以后，平民子女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接受汉文化的机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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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呢，开科取仕制度又为那些学子们开辟了一条走上仕途之路。我外

婆家曾经出过一个翰林，纳西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翰林，也就是

清朝雍正年间以后到取消科举制度以前。进士呀，那些都是很多（我

记不清数字了）。我的父亲那边呢，我的高祖是拔贡，也是科举制度

的。所以以前，是汉族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汉文化影响对这一层人特

别深，我母亲就生长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那么，我外婆呢，她 17

岁就嫁人了，因为是包办婚姻，学汉族了，被改造过来的，这些包办

婚姻。后来因为没有生男孩，外公连娶几房，因为我外公是独儿子。

所以我外婆呢，带着我母亲和我母亲的妹妹就流落到金沙江边去谋

生。后来，我的那个姨妈，我母亲的妹妹出嫁以后，我母亲和我外婆

住在一起。我出生以后，我的家庭就是很特殊的三代女人的家庭。外

婆一代，是个女人。外公又娶了小的在老家住着，我们是在金沙江边。

母亲结婚以后，父亲就出远门了。所以母亲就照顾妈妈，跟外婆住在

一起。我呢，又是个女儿，所以三代女人住在一起。 

问：哦，你妈妈就生了你一个？ 

答：原来生了一个比我大 12 岁的哥哥，但是夭折了。 

问：所以实际上就你一个女儿？ 

答：对，就我一个，独生女。 

问：那像这样的话，你外婆，你妈妈，对你的成长道路上有很大的影

响？ 

答：很大的影响，影响非常大。因为我外婆这个人呢，她性格比较刚

烈，好打抱不平，就是这样。所以，以前老家，他们流传着很多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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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的故事。从小呢，我妈妈为了谋生，所以外婆带我长大。所以我知

道很多药草啊，还有很多纳西族的故事啊，都是外婆教我的。我小的

时候是在外婆讲的故事中长大的，所以我最早接受我们民族文化的教

育，我外婆就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但是外婆呢，后来，我还不到

10 岁的时候，外婆就被我的小姨，小姨就是我外公的小老婆的女

儿。。。外公一直连娶几房都没有儿子，所以那个小姨就招婿上门了嘛。

当时小姨结了婚以后，要生小孩，其他外公外婆都已经死了，就只剩

下我这个外婆了，所以把我外婆接过去照顾。以后我就一直跟我妈妈

在一起，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她很正直，善良，非常勤劳，

还能够忍让，这些对我都是刻骨铭心，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这种特殊

的家庭，因为基本上外婆也是守活寡，妈妈也是守活寡，是不是？所

以她们社会地位呢，就是比社会上一般的寡妇地位更那个1……所以

那个时候呢，我妈受到族里的欺负，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我要是个

男孩在家庭里就有地位了，这是一个；还加上父亲在外边。我记得后

来我要读中学了，我妈妈觉得因为在金沙江边不安定，就是想搬回老

家住，当时他们都不同意，要等我父亲回来才能去住。我老是觉得他

们欺负我妈，那时候，我就想，哎呀，为什么我不是个男孩。 

(换访谈地点: 穿民族服饰,站着) 

答：那么上大学以前呢，就是小学到中学阶段，我都是在本民族的地

区上的，所以呢，虽然我们学的是汉文化，但是周围环境都是纳西文

化，就在这种氛围当中成长的，我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异样的感觉。然
                                                        

1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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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上大学呢，我是在重庆念的大学，就是现在的西南师大。那么从中

学到大学呢，从我自己的感觉，因为 10 岁以前，我是在金沙江的大

峡谷里边出来的，然后到了古城。那么毕竟金沙江大峡谷到古城，它

是一个城市，使我的视野开阔了。然后呢，从纳西古城2又到了重庆，

重庆是西南的重镇，所以眼界更宽阔了。从知识层面来讲呢，有种从

井边到大洋边的感觉，所以一方面觉得很愉快。特别是我也很幸运，

因为我们纳西族妇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呢也有少数能够读书，但毕竟

是凤毛麟角。那么像我这种情况能够上到大学呢，我觉得的确是我的

幸运。因为我是在国家提倡男女平等、民族平等政策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我就踏上了大学的殿堂。当时我就贪婪地学习，学的是汉语言文

学系。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使我非常激动，也使我更加热爱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另外一方面呢，由于过去历史上把少数民

族说成是蛮夷之地，以后呢由于总是互相不了解，加上历史上的一些

民族歧视政策，所以外界呢对少数民族非常不了解。尽管学习环境非

常好，老师、同学对我也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

让我啼笑皆非。某些方面我就感觉到外界对我们太不了解了。那么我

就以一种民族责任感吧，这是自发的，就觉得我有进入高等学府的机

会，我要把我的知识回报我的民族，我要让外界人了解我们民族真实

的情况。 

(换访谈地点:穿民族服饰,坐着) 

答：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世代居住在这个土地上的总
                                                        

2 即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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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6 个民族，其中有 25 个是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

的丰富的文化。那么这些文化呢，我前面讲到的，也应该让外界人知

道。所以我们云南很多搞民族学的、人类学的都在朝这方面努力。那

么作为一个女性，我呢就是研究民族文化，重点又放在纳西文化上。

因为本民族我比较熟悉。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优越条件。另外一方面我也有机会进入汉语言文学系去学

习，也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呢，我算是最早关注

民族文化方面的人。那么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妇女在民族

文化的创造、保存、传承，弘扬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但是往往呢被

淹没了。所以呢我就把我的关注点就放在民族妇女的研究上。那么我

介绍一下这些年，就是二十多年以来，我几乎跑遍了省内大部分的边

疆民族地区。我简要的把几个民族介绍一下：（介绍照片）这是彝族

—都是云南的－这是藏族，这是傈僳族，都是一些工作照，所以我也

在里面。这是基诺族，这是普米族，这是傣族，这是我们纳西族摩梭

人。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换访谈地点:穿黑色外套) 

问：和老师昨天你讲到关注民族文化，后来讲到关注民族妇女，那么

你是不是通过一些项目来实施你这些转移？ 

答：从民族文化到民族妇女的研究呢，我本身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开

始从文化转到妇女以后，我的着重点是在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化，那是

在“九五”世妇会以前那个阶段，所以我就参加了。。。写了一些东西。

最早的，我就写我们的纳西东巴文化，就是东巴文化的女性崇拜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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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女性崇拜到男性崇拜的演变，对妇女地位递变，从这个开始。

然后就是涉及到其他的民族，因为很多民族文化现象有类似的地方。

在世妇会以前，我就参与组织编写了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总共

20 多本。基本上就是每个民族一本，我们是一个集体，我是参与者。

九五世妇会以后，我对很多东西呢又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还有从我自

己的亲身体验也是这样。我最初接触的是，在我研究民族文化过程当

中，当时国外的一些基金会资助，像福特基金会，它就资助搞一些扶

贫项目啊，还有那个社会林业项目啊，那里边他们就要求，资助方就

要求参加项目的人呢，要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女性，

作为特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课题的承担者就把我们，像我

类似的，就是双重身份－又是少数民族，又是妇女的－就把我们给吸

收到项目当中去。在参加这些项目的过程当中，我的角色呢主要就是

关注在林业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类似的这些。这是一部分调查，在

实际的项目中。还有呢，同时我还在搞文化的研究，在这些调查中，

我也要到基层去了解很多情况。当时呢，就让我走出单纯的科研，到

了基层，知道她们现在的生存状况，妇女的状况。从另外一种角度讲

呢，我就觉得我的很多资料，研究也好，我搞课题也好，都是来自于

她们，对不对？那么我呢，我就应该是回报给她们，不能把她们当成

仅仅是我的资料的提供者，或者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感觉到

有这样一种体验以后，我就逐步从把文化作为重点，逐步转向搞一些

课题，就是搞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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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非常明确是在“九五”世妇会以后，特别感觉到妇女的社会参与3。

在这个方面，我当时就申请了一个项目，就是云南民族少数妇女参与

和发展的现状调查。当时是有十几个民族，所以我跑了很多地区。调

查了以后，使我无论从感情上或者是理性上都有了一个飞跃，从此以

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基本上就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搞项目当中去。有

空就把从项目中的一些感受和一些认识作一些思考，也写点东西，基

本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两年，我涉及的方面更多的着重

在。。。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是你不是救世主，

对不对？你要跟你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成果也好，分享经验也好，或

者是同甘共苦也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呢，要站在她们的角度，你别居

高临下地看她们，是不是？这点是非常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

方面我得益很多，这个问题我放在后面来谈一些。我对摩梭女性的跟

踪调查，是调查了……先后从开始到我写书完成总共是十二年。十二

年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我还在上班，那么我假如为了提职称的

话，就可以早就在我退休以前就写出一本书，就可以解决我的职称问

题，但是呢，我当时想呢，我是考察那个摩梭母系制的现代变迁，要

研究一种文化变迁，不是一天两天，要有一段相对长的时段，不然你

不可能捕捉它的规律，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些，我就不写，我就一直跟

踪调查，一年两年去一次，我有重点的村，我有重点的对象。所以到

我成书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有一些朋友，她们很不理解，就说你

为什么不写，其实我资料也很多，当时我觉得对负责任的研究者来讲，
                                                        

3 参与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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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抛开，留给后代真实的东西。那么我现在聊以自慰

的是，因为我这样搞了以后，他们摩梭人的评价是比较好。我们有些

年轻人下去，他们就说，“你们要介绍我们摩梭，你们不要乱讲，你们

去看和老师的书，就像她那样把我们的真实情况讲出来。”她们妇联主

任在全省的一个研讨会上，她在大会上发言，她就说“关于我们摩梭，

写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只有和老师是站在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

把我们要说的话帮我们说了”。哎呀，我感觉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对不对？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觉得是。。。所以我也聊以自慰。但

我也不是说我写得很好，因为我不是十全十美，因为我毕竟还没有生

活在她们当中，也不是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所以还是存在着一定的

文化隔层的。但是我所能做到的是，我努力地要克服这个隔层，不是

用我自己了解的一些既定的观念模式去来套她们的一些文化现象，是

不是？所以，她们在想什么，她们在做什么，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站在我的立场，是站在她们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换位思考，就是

我在研究当中最大的收获。那么这是一个，就是关注她们的发展、变

迁，特别是现在那个经济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也不是生

活在过去的那种完全封闭的状态。那么，外来文化也大量地进来了，

本土文化也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调适，重新整

合，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思考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

时代，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种文化现象呢要关注。从文化的

角度。还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也就面临着，女性群体也好，包括男

性群体也好，都面临着一些观念的，还有角色的，各方面的转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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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面临着很多困境，所以我就在调查研究当中和做项目当中，我真

切感受到一点就是要提高。。。要加强妇女的能力建设，要本身自己提

高，“打铁还要本身硬”，是吧？还有自己要起来参与，光是把外边那些

概念输入进来，没有变成她们自己的东西，我觉得那只是流于形式的

东西，所以这样搞以后，最近两年呢，我就参与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

会主持的“照片之声”项目。那么，“照片之声”项目的初衷呢，是为了。。。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云南省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合作，就是对

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作一个大自然保护的规划，因为这个地区呢，它

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富集的地区，非常珍贵。很多外界已经消

失的东西这地方还保存着，不管是自然的和人文的都有。所以为了规

划，就把照相机发给农民，就让他们自己来照，我们不给他们提示你

能照什么，不能照什么。我们把项目的目的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认为，

从他们眼中，他们想说什么，就是用这样，用照片来说话，所以这样

搞了以后，从我搞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是加强能力建设

的一部分。而且呢，它也是，就是妇女群体也能直接参与到一些重大

的决策的一种尝试吧，我是这样来看的。那么，今天我要访问的和云

英，也就是我们的照相员之一，她照得非常好，她的一些照片已经在

世界上报刊杂志上登了好多。云南电视台还请她到电视台谈她对保护

环境的一些感受，反响都非常好。 

(换访谈地点:穿黑色外套,和一位当地妇女) 

答：这个项目是“照片之声”项目，时间是在 2002 年开始的，现在项

目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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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语对话）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拉市乡海北行政村格乐村   和云英  纳西

族） 

   ｛参加了“照片之声”项目后，认识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对

大自然更加热爱了。不光自己去行动，还要带动周围的人。照了相，

自己就有很多感想。比如，鱼类资源少了，与污染有关系。我们撒了

农药后，在海边洗瓶盖，对水有了污染。过去没有注意，现在认识到

了。通过照相，对自己也有信心了。过去不敢想的事，也敢去做了。

现在我家承包了一座菌子山，一年有 4、5 个月要住在山上管护林木。

采菌子一年有 4、5 千元的利润。｝ 

 

这些就是她照的有关保护自然的照片，她照的照片在外边也很受到好

评，她自己呢，觉得对自己也有信心了。 

 

(换访谈地点:玉湖村) 

问：和老师，现在请你谈谈你在这边做的另外一个项目的情况。 

答：这个村呢是叫玉湖行政村，我们现在在这里进行的项目是叫“照

相故事”项目。那么，我为什么选这个村呢，就是。。。从我个人对这

个村的一种经历也好，一种联系也好。我最早到这个村是在 1993 年，

当时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个旅游发展项目，我就来到了这个村，第

一次。这个村当时在丽江坝区呢是一个贫困村，由于它地势比较高，

它是丽江坝离雪山最近的，在雪山脚下的一个村。它土质贫瘠，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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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冷，海拔偏高，所以呢比较贫困。然后它有些自然资源呢，也不能

够合理地利用，诸多原因导致了贫困状态。经过这些年后，它最大的

变化是找到了。。。它是属于玉龙雪山风景区内的一个村，因为属于风

景区有很多资源，那么，最近两年呢，它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产业，

就是旅游，通过旅游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所以你看那个房子，我

就非常有感触，来一次，变化一次，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我们的“照相故事”项目放在这里，我们“照相故事”项目的宗

旨就是，还是利用照片的手段，发相机给村民，让村民用他们的视角

来看怎么保护环境和怎么能够促进社区的发展。那么最终目的呢，我

们准备搞一个社区的综合发展规划。 

问：就是通过照片发现他们的需求，开发他们的潜能？ 

答：对，开发他们的潜能。那么当时，我们主要是想。。。因为以前我

也参加过一些项目，基本上都是外来的组织搞的，现在我们自己来搞，

想怎么样把外来的一些方法和理念加以本土化，作为我们研究者角度

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一种参与的手

段。那么这个项目跟“照片之声”项目不同的是，那个项目是保护大自

然的一个规划，我们现在准备做的一个，最终的成果是出一本手册，

就是如何利用照片的手段，用拍照片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工具，一种

收集信息的方法，而这种信息是来自基层的第一线，直接来自基层的。

用这种方法呢，通过前两年搞的，我们的一种体会就是，我们搞社会

科学，我们搞下乡调查，那么譬如我呢，我自己脑子里面设定了一些

方法和我要问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村民按照我们的思路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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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以后，我们要变成我们的论文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实践也

好，又加以我们自己思想的过滤，是不是？这种呢，我们是处于主动，

而他们呢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是不是？不是主体参与进来。我们现在

呢，是想让他们以主体性的身份参与进来，直接表达他们的需求和愿

望，和他们的一些观点。 

问：尤其是妇女哦，过去是听不到她们的声音。 

答：嗯，那么在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挑选的

原则，要两性比例一比一，年龄层次老中青，还有经济状况，上中下

都有，还有组成人员，村级干部将近百分之十不到一点，主要是一般

基层的农民，他们平常特别是一些社区的规划中，平常基本上听不见

他们声音的那一部分人，特别是妇女。因为在社区性的一些活动当中，

特别是一些公共领域很难有她们的声音。我们呢，这次就直接让她们

发出声音，就是用照片。而且我们更侧重照片后面的故事，她们怎么

看，所以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性别意识这部分，这是

一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昨天我好像也讲过，她们是直接参与

整个社区的规划，社区发展规划，所以我们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能力

的提升。所以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它有典型意义。主要典型在哪里呢？

它原来是一个很贫困的村，通过发展旅游以后，它就逐步变富裕了，

不光是富裕，人们的精神面貌啊，不光是经济收入，都发生了很多的

变化。而旅游的参与呢，男女都有，它最集中的一个服务是牵马服务，

就是让游客骑上马，上玉龙雪山里去。牵马呢，男女老少都有，而且

妇女占的比例相当大。她们呢就直接参与了这些经济活动当中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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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呢，妇女就是做家务，在田间，她们的活动天地是这样。现在呢

就是推向了市场去。所以呢，她们精神面貌和各方面变化很大。所以

呢我们干这个事情，使妇女由贫困逐步走向富裕，这里边是不是有些

我们感觉到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也有一些本土的经验。 

答：嗯。刚才讲的是我选这个村的理由。一个是贫困，怎么改变贫困

面貌，走向富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前面也讲到，我对这个村

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吧。我最早是在 93 年来参加那个项目嘛，那

个时候，他们是比较贫困的状态。当时是禁伐，因为以前它是在玉龙

雪山脚下，离森林也很近，所以它靠木材来填补。。。生活中主要的经

济来源 。因为它土地贫瘠以后，农产品也不是很好，而且很多水土

也保不住，主要是沙石地，加上气候转暖，多种原因，所以人们的生

活在丽江坝区来讲还是比较贫困的一个村。这种印象很深。当时呢，

我们来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感触就是，我从女性的角度来考虑呢，当时

课题搞生态旅游的时候，我们主张把社会性别的视角放进去。这里边

呢，当时那个路不是像现在这种状况，就是比较烂，那个水也浅了点，

既是路又是水沟，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喝水也在那边，人踩马踏，

所以对饮水的清洁卫生，人畜健康，都带来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原

因呢，水源地区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湖，湖里养的是三

纹鱼，是一种肉食的鱼，不是我们养的，是其他单位养的。然后呢，

把鱼丢了以后呢，那些肉食动物的粪便也好，还有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都是要流到这些沟里边，所以这个是污染很大，污染很大。所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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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束以后，项目组用项目经费给他们修了一条水渠。那么现在呢，

几年以后我又到这个村以后，它最大的变化是，政府拨了款以后，他

们就从山里面直接把引水管引到每家每户，所以它就干净了，这个面

貌就感触很深。还有一点就是地震的时候，就是 96 年丽江大地震的

时候，我也曾经来这里救灾，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片狼藉，它那个断墙

残壁，惨不忍睹。那么在前几年呢，随时还能看到地震的痕迹，坍塌

的房屋啊，这些还修不起，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去年我一来，我简直

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唉呀，怎么会变得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

是比较关注这里社区的发展，恰好我们“照片故事”项目最后的结果，

除了出书以外，要在社区搞一个发展规划，就是在保护生态，保护文

化多样性的前提之下，怎么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要搞

这样一个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我们搞，而是这些照相员通过他们的照

片在社区里面展出，收集不同的信息，实际上蓝图已经出来了。 

问：然后大家一起做？ 

答：对，大家一起做。 

(换访谈地点:和一位当地妇女) 

答：这位老人叫李近兴，她是先后当了 19 年的村干部，我第二次来

的时候，她是不干了，已经停了好多年了哦？ 

李：停了 20 年了。 

答：停了 20 年以后，村里又选她，要她一定来当村支书。那么这次

我们就请她当我们的照相员。我想请她介绍一下，他们村里边变化以

后给妇女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对照相项目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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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语对话内容大概）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北沙乡玉湖行政村玉湖村  李近兴  纳西族 

  “照片故事”项目是个很好的项目，以前自己想的只是自己知道，现

在通过照片可以让政府知道。我虽然年老了，但还可以做点事，我喜

欢这个工作。 

   以前我们村是贫困村，现在旅游业发展起来了，生活也好过了，

对妇女也带来了好处。我们这里是半山区，气候恶劣，家庭收入相当

困难。妇女们要到雪山上砍竹子扎扫把找点钱，体力消耗大，也破坏

了生态。现在只需牵马就可找钱，既增加了收入，又减轻了妇女负担，

还保护了生态环境。 

 

(换地点:在水渠) 

问：和老师，这就是您那个项目做的水渠，是不是？ 

答：对对对，就是这个。 

 

(换地点:丽江民族文化与性别研究会) 

答：这是我们组织的核心成员，我们大家也一起共同搞项目。除了搞

项目外呢，我们还搞了一些理论研究。我们这个组织考虑到今后的发

展，就是要老中青相结合，还有我们感觉最高兴的是还有男同胞的参

与——他就是男同胞的代表，我们还有其他的男同胞。另外呢，我们

今后研究的重点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关注民族妇女，民族社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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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自然资源的管理，环保，这些方面的内容。那么在搞项目的同时

继续进行一些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