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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的社会影响研究

•“转型工作坊”（Transformative Lab)

•我们的实践与反思



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的社会影响研究

• 研究背景

• 京津冀的空气污染及治理

• 社会影响：绿色失业人口的生计困境

• 研究问题

• 研究方法

• 研究的初步发现与讨论



困扰北京的雾霾污染

SO2, NO2, CO 及PM 2.5 导致的环境健康风险.

成因:
1) 膨胀的经济总量
2) 车辆排放物
3) 人口增长
4) 北京及周边的工业生产排放
5) 自然地理和天气条件



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与行动

• “国十条”

• 七大行业的600万工人下岗

• 地方政策：河北削减三分之二的钢铁产能，2020年关闭800

家水泥厂

• ”绿色失业人口“的生计困境



绿色失业人口



研究问题

• 深入参与工业化进程，同时又保留农民身份的“绿色失业人口”,如何

调动自身和社会的积极因素，应对失业挑战？

• “绿色失业人口”在绿色转型中遭遇的困境，及其在生计重建过程中

展现的抗逆力，对于各级政府在经济新常态下制定更加全面、公平的

发展政策有何启示？ 



研究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对“绿色失业群体”及其家庭成员开展追

踪式半结构质性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与参与式观察获得研

究资料。

• 访谈对象：失业者及家人、关停企业的原企业主、基层政

府官员、当地的媒体和学者及社会组织等。

• 定量：在五个村的调研。



研究发现的初步讨论：思路与方向

1. 身份与自我身份认知

2. 抗逆力：自我抗逆力和社会抗逆力

3. 失业对失业者及其家人健康的影响

4. 其他视角：代际、性别

5. 个体与结构性转型的思考

6. “绿色转型”的反思



转型工作坊 (Transformative Lab)
——什么是 T-Lab?

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

Scientists and activists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lanet 
have pointed to the urgent need for what they term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other 
words, due to the complex, systemic and interrelated nature of the serious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onfronting us, we need entirely new forms of 
solutions. Clearly, we humans must learn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our complex world 
and to work together in unusual and very strategic new ways. We need to more fully 
see and understand the systems within which we all exist so that we can learn to 
identify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social innovation. 

 Clark 2001; Raskin et al. 2002 



T-Lab能做什么?

• T-Lab的目标是 推动社会创新，它是一次小规模的创新播
种，以期试验、创造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发展转型。

• The purpose of the T-Labs is to generate innovations that 
can overcome lock-ins and create seeds of change with 
the potential to have a transformative impact on the 
broader society towards sustainability.

--- Olsson, 2016



T-Lab的起源

Origin: 

•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the Tavistock Institute in London was 
developing a theory on group dynamics and change, based on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Bion, W. R., 1961, Experiences in 
Groups. Tavistock , UK). 

• At this same time, in the USA, Kurt Lewin, one of the other fathers 
of group psychology, was experimenting with a similar approach at 
the National Training Labs (NTL). 



T-Labs 在河北项目的实践

T-Lab是支持多利益相关方共同商议、应对复杂社会
问题的过程。

We define our T-Labs as a process that is 
intended to support multi-stakeholder groups in 
addressing a complex social problem. 



T-Labs 实践过程

• Step 1: 研究与准备
• 识别、框定问题 Reach In-Identify and frame the question

• 识别人群和范围：多利益相关方 Reach Out- Exploration across scales and 
across the diversity of stakeholders

• Step 2: 组织两次工作坊
• Workshop One: 共同识别问题、建立团体意识 

• Workshop Two: 关照个体的利益与发展

• Step 3: 跟踪、识别更多的需求



T-Labs 的参与者



角色扮演——“菲律宾村庄游戏”



角色扮演——“菲律宾村庄游戏”



角色扮演——“菲律宾村庄游戏”

• 15位参与者抽取村民号码，最后每两人一组，来扮演不同的村民角

色。

• 每组参与者，根据自己所扮演角色的特点，进一步讨论，并把自己

的身份号码及身份特点写在A4纸上。

• 所有“村民”站成一排（如教室空间有限，扮演同一位村民的两人，

可以前后站）。主持人宣读村庄事件及项目援助情况，如果你认为

你扮演的角色能够从这个情况/项目中获益，那么请前进一步，如果

没有获益，请站在原地，如果这个情况/项目让你的境况更糟糕，请

后退一步。

• 抽取到8号的学员担任监督者，保证村民做出适当行动。 



角色扮演——“菲律宾村庄游戏”
村庄事件：

 

1)较为严重的夏季洪涝灾害，茅草屋被冲毁，有较重家庭负担的人难以逃离。

2)灾后有NGO援建了简易厕所，男女各一间，以供灾区的村民临时使用。

3)旱季缺水，高地上最勤快、健康、有力气的妇女才能勉强取到一些水。

4)村庄里流行疟疾，河流周围的人群、儿童和妇女容易感染。

5)一个发展援助项目来到社区提供培训，但可以提供的培训课程只有修理摩托车、驾驶和修理小家电。

6)农业推广人员来到社区教授村民增加水稻生产的新技术，他对村干部要求一些能读能写的人参与以
便快速容易教授技术。 

7)一位男性医务人员被派到社区，对健康问题进行诊断，但是要求付费。

8)一个发展机构来到社区给有生产投资需求的村民提供贷款。一个标准选择就是项目受益者之一是他
们是户主、有能力偿付贷款，例如能有现金来源的农户。 

9)农技推广工人每天早上10点到12点进行田间技术培训。 

10)政府卫生项目推广到社区，家庭被资助修建卫生厕所，50%的成本由政府承担，剩下的由村民自筹。 

11)社区修建公路，期望村民支付劳力和资金承担一些成本。 



角色扮演——“菲律宾村庄游戏”

游戏反思 （根据比赛的最后结果，分组进行比较讨论）

 

1、比较落后与领先村民的特点各是什么？

2、如何帮助落后的村民？

3、这个角色扮演活动，对我们目前面临的的绿色转型有什么启
示？



T-Labs in Hebei Project



T-Labs in Hebei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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