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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朝阳村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茅坪镇，秦岭中段南

麓，三面与大熊猫国家公园长青分局，即陕西长青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长青保护区”）试验

区和核心区相接，是长青保护区的走廊带。朝阳村

距离茅坪镇最远有22公里，距离洋县60公里，地理

偏远，交通闭塞，环境清幽。

地理位置

2社区

朝阳村共有13个村民小组，由原

九池村和原三联村合并组合而成，

属于非贫困村。全村共有321户，

1110人，常驻人口约500人，劳

动力资源相对丰富。13个村民小

组沿九池河流域分布，地域广阔，

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全村仅有一

条公路（茅九公路）连接村庄与

外界，且泥石流、塌方、洪水等

地质灾害比较频繁，对交通影响

较大。

Chapter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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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种植业、采集业是朝阳村的主要产业类型。

全村主要种植玉米、水稻、魔芋、辣椒等森林蔬菜和粮食，以满足农户家庭食用为主，但是

受野生动物破坏严重，在没有补偿和防治措施下，大部分农户逐渐放弃了林缘耕地，缩小了

种植的范围。

4产业
朝阳村林地资源丰富，全村共有林地面积5.8万亩，其中生态公益林2万多亩，森

林葱郁，具有原始森林风貌，其中野生动物资源分布范围较广、遇见率较高。

全村耕地面积有1487亩，地势相对开阔，户均耕地面积较多，大多围绕房屋并与

林地接壤，随着海拔分布，耕地利用差异性明显。

朝阳村境内的河流主要涉及九池河、左溪河以及陈学沟三个部分，其中左溪河和

陈学沟是九池河在朝阳村13组的分支，也是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开展

保护工作的核心区域。

根据统计，全村共有23处人文自然景点，包括石锣鼓、胡家院子、方家坟、造纸

滩等历史遗迹以及人工林、天然林等森林生态景观，其中朝阳山、方家坟、傥骆

古道等历史文化遗迹在当地依然绰约可见。

3资源

朝阳村退耕还林8000多亩，主要集中在9-

13组区域，厚朴、山茱萸等中药材资源丰

富，药材采集也是当地主要的产业之一。

养殖业主要包括养牛、羊、猪，数量较少，

满足家庭食用。此外，依托朝阳村当地丰

富和优质的林业资源，中蜂养殖一直都是

当地的优势产业，品牌突出，品质较高。

全村超过60%的农户都在开展林下养蜂活动，

共有约5000箱蜂种，年总产量15000kg蜂

蜜（约3kg/箱）。从2013年至今，朝阳村

高品质、纯净自然的蜂蜜是北京山水伙伴

文化有限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山水伙伴”）

“熊猫森林蜜”品牌（是中国第一款生态公

平蜂蜜）的主要产地之一。

3-4

朝阳村鸟瞰图/黄建



CHAPTER 2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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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蜂养殖是朝阳村传统的生计方式之一，养蜂历史

悠久，规模较大，区域集中，往往一个家庭好几代

人都是养蜂人。

当地中蜂养殖有传统土养和活框养殖，不同的养殖

方式有不同的养殖技术，但都遵循着“一年取一

次”、“取一半留一半”、“只收割成熟蜜”的基

本原则进行养蜂的日常生产活动，尤其是严格参照

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在春繁、分蜂、取蜜、秋繁、

保暖等关键时期，蜂场管理和蜂事活动具有一定的

仪式感和严谨性。

养蜂贯穿于朝阳村全年的生产生活中，在分蜂季节，

蜂农见面往往都会问一句“你分了吗”。在朝阳村，

几乎人人都是中蜂生态讲解的最佳导赏员，对于蜂

蜜的种群结构、小蜜蜂的生态习性、栖息地环境还

有与的大自然关系都是如数家珍。你可以这样理解，

只要你来的蜂场，你就享受了一次关于传统知识与

森林冒险的体验之旅。

7-8

2养蜂文化

位于陕西省洋县茅坪镇朝阳村

朱家坝与陕西长青自然保护区茅坪九

池保护站之间的小河口附近。整个坟

墓依山傍水，坐北向南，依山脚的地

势而建，由低到高，上下分四层。最

上面一层为墓冢和巨大的碑楼，第二

层的横额正中写着“禄辅廉堂”四个

行书体大字；第三层是一个小阁室；

第四层是墓冠顶部精美的装饰品。

方家坟的整个墓冢全为石条砌成，碑

楼上的挑檐均为大小不等的整块巨石

雕刻而成。上面三层挑檐均为大小不

等的整块巨石上雕刻后加盖而成，中

间不用铆合。碑两边的浮雕画，选用

优质石头，石材细腻。浮雕中的人物

及碑座上的花鸟鱼虫图案栩栩如生，

精美独特,富丽典雅。清代中期,在秦岭

深山,修建方家坟这样的建筑,实为不易，

其精美的雕刻，也令人叹为观止。方

家坟对古代建筑史、古代艺术史、古

代风水地理学、古代丧葬文化的研究

都有很重要的参考补证价值。

方家坟

位于朝阳村3组，海拔1535米，南北走

向。山顶建有朝阳寺（又名广湘寺），寺院坐

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现有的5座殿宇，皆为

单檐，歇山式的宫殿建筑，是县城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朝阳山登高远眺，山峦起伏，群峰环

绕；近处苍松翠柏，秀竹成林。山上有时云雾

缭绕，山天相连；有时艳阳映寺，金碧辉煌。

历有“苍茫蜃气晴疑雨，淅沥寒声夏亦欢”的

赞誉，为避暑胜地。

朝阳山

1历史文化
在唐代时为官道，全长约240公里，是

褒斜道、子午道、连云栈道等古道中最快捷也最

险峻的一条古道。该古道从唐代到清代处于不断

变化之中。根据（光绪）《洋县志》卷三的有关

资料，可以看出，其为清代时从洋县到周至翻越

秦岭的线路之一。朝阳村是傥骆古道的毕经之地，

尤其是在清代中、后期，朝阳村方家坟、朱家坝

这一带，往返的商旅僧众络绎不绝。而现在傥骆

古道在朝阳村仅剩一些遗迹，譬如当年马队驻足

歇脚的栓马石等。

傥骆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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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生态系统

朝阳村紧邻长青保护区的核心区和试验区，具有重要

的生态服务功能，是野生大熊猫密集分布区之一。

90%的森林覆盖率，广泛分布着大熊猫的主要食物秦

岭箭竹与巴山木竹，令其成为秦岭大熊猫的“天然庇

护所”。除了大熊猫，这里生机勃勃的森林中还生活

着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林麝4种；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腹角雉、红腹锦鸡、斑羚、毛冠

鹿、黄喉貂、黑熊6种。朝阳村鸟类资源丰富。河道分

布有秦岭细鳞鲑、大鲵、水獭等保护物种。根据研究

分析，朝阳村生态价值极高，其生境适合野生动物活

动，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1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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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是我国大熊猫分布区中纬度最高的，

种群密度居全国之首。在形态学和分子

生物学等特征方面，秦岭大熊猫具有独

特的分布格局和种群进化史，与四川、

甘肃的大熊猫之间有着明显差异，是大

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命名为大熊猫

秦岭亚种。大熊猫在朝阳村范围内活动

区域呈现扩大的趋势。

川金丝猴群栖高山密林中，生活在海拔

1400-3000米的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几

乎与大熊猫同地区分布，以家族方式结群生

活。川金丝猴是朝阳村13组的“常客”，

在秋季常常到野生板栗林中嬉戏游玩，更有

时会光顾到村子，到老百姓家“做客”。

13-14

羚牛

朱鹮

大熊猫

川金丝猴

2
中华蜜蜂

朱鹮有着鸟中“东方宝石”之称，过去在中

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曾有较广

泛的分布，但因环境恶化等因素导致种群数

量急剧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野外已无踪影。

我国鸟类学家经多年考察，于1981年5月在

陕西省洋县重新发现朱鹮种群，也是世界上

仅存的种群。在夏秋季节的傍晚，往往可以

在茅坪镇的水稻田间一睹朱鹮归巢的景象。

羚牛秦岭亚种又被称为“秦岭金毛扭角

羚”，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般生活在

1500-3600米的针阔混交林、亚高山针叶

林和高山灌丛草甸，晨昏采食，常常季节

性的移动，集群性强。成年羚牛体型庞大

粗重，四肢粗笨，肩高大于臀高，尾短。

羚牛的毛色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幼

体通体为灰棕-棕褐色，成年体遍体白色或

黄白色，老年个体为金黄色。

朝阳村中蜂属于“东方蜜蜂中华亚

种”，性情较温驯，个体大、分蜂性

弱，耐寒能力较强，群势能维持到7-

14框，对中蜂囊状幼虫病、欧洲幼虫

腐臭病的抵御能力弱，易遭受蜡螟的

危害。健康的蜂群包括一只蜂王、少

许的雄蜂和大量的工蜂，他们各司其

职，具有典型的分工合作特征。黑熊

常破坏蜂箱偷吃蜂蜜，和中蜂是一对

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家。

黄喉貂

亚洲黑熊

小麂



蜜源植物是指能够给蜜蜂提供花蜜、 蜜

露和花粉的植物。它是蜜蜂食料的主要

来源之一，是发展养蜂生产的物质基础。

朝阳村处于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动

植物区系的交汇过渡地带，森林覆盖率

达90%以上，属于北亚热带内陆性季风气

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湿

润。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条

件，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广泛分布

着如：厚朴林、硬毛猕猴桃、板栗、野

菊花、合欢、盐肤木、野棉花、玉米、

山樱桃、刺槐、胡枝子、蒲公英等主要

蜜源植物。这些蜜源植物为当地中蜂养

殖提供了优质的自然条条件，是朝阳村

良好蜂蜜品质的保障。

2蜜源植物

15-16

合欢 葎草

凌霄

虎杖

商陆野菊



CHAPTER 4
保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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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陕西秦岭仍有28.4%的大熊猫栖息

地没有纳入保护区管理，分布于国有林场

以及社区集体林地范围内。如何将社区集

体林地这一部分的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管理

好，是秦岭大熊猫保护工作面临的挑战，

也是再创新高的机遇。因此，基于社区的

保护将会成为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扩展和走

廊带建设中必须使用的手段。

为了守护森林中的野生大熊猫和它们的同

伴，2017年在长青保护局、山水自然保护

中心和山水伙伴的支持下，由朝阳村村民

彭海波发起，14位村民参与，正式成立了

“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确

定将朝阳村13组的6户4525亩生态公益林

区域作为保护区域，并于2019年3月将朝

阳村9组部分林地纳入保护范围，形成了

6525亩的保护区域。

自保护中心成立以来，明确了以大熊猫、

羚牛、川金丝猴、朱鹮、林麝、细鳞鲑等

为保护对象，开展了巡护保护、科研监测、

河道恢复、本底调查、自然教育、中蜂保

护等保护发展工作，在当地产生了较为广

泛的社会影响，大熊猫栖息地得到有效管

护，是创新创先管理机制，完善现有自然

保护地体系，增加保护面积的有益尝试。

1-2

1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小区

19-20



21-22

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野生大熊猫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社区保护意识和保护行动

不断提高，当地农民停止了在秋收季节对野生动物的报复性猎杀，森林里面野生

动物的数量和痕迹逐渐增多，林政案件发生率下降为零。

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组建了14人的巡护队，其中2名女性。目前，保护小区内

设定有9条巡护线路，森林巡护道路4条，其中左溪河森林线路3条，覆盖4525亩森林，9

组森林线路1条，覆盖2000亩森林；河道5条，其中左溪河3.5公里、陈学沟2.5公里、13组

主河道4公里、易家沟河道3公里。森林巡护4次/年，河道巡护9次/年。巡护内容主要包括

更换红外相机、填巡护记录表、写警示标语、清理残留兽夹等。除了村子里面的保护行动

之外，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还积极地与长青保护区合作，针对春季打笋威胁、

水獭保护等开展联合行动。

2巡护监测



2018年开始，朝阳村依靠优美的自然环境、

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独特的中蜂养殖

历史，在长青保护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山水伙伴和社会志愿者的支持下，相继开

展了一系列的自然教育活动。不少来自北

京、河南等城市的小朋友在朝阳村进行了

森林体验，不仅仅增加了社区在导赏、接

待、交通等环节收入，也实现了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与管理。

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将朝阳保护中心

日常的巡护监测工作、养蜂生态产业等有

机的联系起来，实现一三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且逐渐成为社区动员社会力量、协调保

护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位于陕西省南部，北依秦岭，南屏巴山，

中部为汉中平原，是两汉三国文化的主要发祥

地，文化底蕴厚重，自然风光独特秀丽。汉中

市内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世界人

与自然生物圈1个，国家自然保护区6个，国

家水利风景区3个，国家森林公园4个，兴汉

胜境景区、油菜花海、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等

都是汉中文化与自然的体现。

位于汉中盆地东缘，西部南北两侧高，中间平坦，是朱
鹮故乡。洋县拥有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佛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众多，生态环境较好。社火是洋县当
地颇具特色的地方戏剧，每逢正月十五，当地以社会装哑剧
进行娱乐活动，最初多以高跷、竹马，以后逐渐发展成单台、
悬台社火，到现在社火成为洋县有名的节庆活动。

此外，洋县智果寺藏经楼、蔡伦墓祠及纸文化博物馆、朱鹮
梨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洋县
的文化和生态特点。

景区地处秦岭南麓的洋县华阳镇，是洋县
华阳镇辖区内集自然保护区与秦岭珍稀动植物
观赏、生态人文观光、红色、科考修学、探险、
宗教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秦岭南坡山岳型综合性
生态旅游区。

华阳景区包括华阳古镇和长青生态旅游区。华
阳古镇所在地为山间小盆地，海拔为1000米，
四周山环水绕，气候温暖湿润，是一幅风景优
美的天然庭院。长青生态旅游区的山水风光以
“高、寒、奇、险、秀”为特点，可以集中看

到“秦岭四宝”—朱鹮、大熊猫、川金丝猴和
羚牛。在华阳可以综合了解秦岭地区野生动物
的分布环境和生态知识。

周边主要地点
华阳

3

洋县

汉中

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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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推荐活动

感受森林环境，了解不同的森林林相，体验森林、河道的巡护工作

1.森林河道巡护

难度：三星级

课程内容

-上午-

-进入社区-老房子的森林线路，讲解社区种植山茱萸、厚朴的理由，做自然笔记。

-到达第一个红外相机点，讲解红外相机知识，安放红外相机

-在集中连片的厚朴林地，做森林游戏（“自然的声音”、“和大树做朋友”等），
与茂密的树木、落叶亲密接触

-到达山茱萸区域，脱鞋走路，感受泥土和大地

-到达老屋，讲解蜂场

- 在原始森林中继续巡护，开展“Mini自然观察”。（引发讨论：原生林与人工林的
关系）

-返回村庄，捡拾自然物

-下午-

-大鲵生态知识讲解，对大鲵监测进行解说和操作演练

-到达监测区域，分组开展大鲵监测

-河道巡宝，了解河道水生食物链关系

-晚上-

-活动总结，分享感受

活动时间：6小时

*风险提示

-队伍管理，防止走失

-配备2名会游泳的安全员

-携带急救包等

活动地点：社区-老房子-左溪河森林巡护线路（全程3公里）



了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徒步拉练，体验巡护工作的不易

2.东坪拉练徒步

难度：四星级 活动时间：6小时

课程内容

-上午-

-坐车到达东坪保护站，介绍长青保护区以及进区要求等

-展示巡护工具，介绍使用

-坐车前往东坪梁，从碑界/红外相机点徒步爬山（根据团队情况以及体力情况决定）

-沿途观鸟、感受森林、查看红外相机、围栏陷阱、气象观测点，学会使用GPS等工具

-下午-

-路途野餐

-步行至建筑房，听保护区讲述巡护故事

-开展“森林护宝”游戏，引导思考“保护需要多少人参与？”

-坐车返回村子

-晚上-

-晚餐，自由活动

-活动总结

地点：东坪保护站+东坪梁

*风险提示

-徒步消耗体力，需提供充分饮用水和食物

-夏季注意防暑，注意蚂蝗、蛇等动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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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季节：5-10月（7-8月最佳）

体验中蜂养殖，了解中蜂的生态结构、社会关系

3.中蜂环境教育主题线

难度：二星级

课程内容

-上午-

-出发前往蜂场，观察蜜源植物，了解蜜源植物与中蜂保护、自然环境的关系

-到达蜂场，分组进行蜂场参观（蜂场选址、蜂箱差异等）

-分组参与蜂场管理，查看蜂箱、平整土地、蜂箱绘画

-讲述取蜜，蜜蜂与蜂蜜的关系（传递“留一半取一半”的自然法则）

-下午-

-观察蜂箱，对小蜜蜂进行自然笔记

-讲解中蜂的生态知识（蜂王、雄蜂、工蜂关系等）

-中蜂小剧场（角色分配）

-活动总结，随后返回村庄

-晚上-

-选择自己喜欢的蜜源植物，制作植物标牌

活动时间：6小时

地点：陈学沟蜂场

*风险提示

-队伍管理，防止走失

-配备2名会游泳的安全员

-携带急救包等



去到朝阳村周边区域，体验乡村游憩，放飞心灵

4.茅坪游憩体验

难度：三星级

课程内容

-上午-

-坐车前往方家坟，了解本地文化历史

-坐车前往林麝养殖场（引发讨论：圈养动物和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的差异）

-坐车到茅坪镇，赶集，认知乡土文化和乡间有趣的事物

-看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银杏树

-前往东村体验点，野外午餐，补充水果和谷物零食等，林间休息

-下午-

-热身活动，体验吊桥，进行溯溪、玩水（放飞自我，挑战水激）

-晚上-

-休整，走进东村农家，吃农家特色晚餐（柴火鸡等）

-到茅坪大桥，在保护区观鸟专家的带领下，观看朱鹮归巢（讲述朱鹮濒临灭绝再繁

衍生息的保护故事）

-返回村子，自由活动

-活动总结和分享

活动时间：8小时

活动地点：朝阳村13组-茅坪镇沿线-红溪村

*风险提示

-队伍管理，防止走失

-配备2名会游泳的安全员

-携带急救包等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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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当地社区的农耕生活、利用自然物开发想象力、回馈当地社区发展

5.农事手工线

难度：二星级

课程内容

-上午-

-到菜园/庄稼地，分组活动，为农田锄草、施肥等

-采摘新鲜蔬菜（摘豆角、黄瓜、刨土豆、掰玉米、打核桃等）

-做神仙豆腐、米皮、菜豆腐等，将采摘的食材做成午饭，尝本地特色食物

-下午-

-动手绘制绿地图 /做榫卯玩具/挂蜜源植物标牌等

-自由活动/集体游戏/分组入户调查（人口、产业等）

-看红外相机中野生动物的视频，帮忙整理红外相机数据

-晚上-

-晚餐，自由活动

-活动总结

活动时间：6小时

地点：社区田地、自然教育基地

*风险提示

-农事劳作需要戴手套

-手工注意工具，以防割伤等



Chapter 5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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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建华是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

心巡护队的河长，负责3条河道的巡护。

邹建华的房屋是2018年新建的房子，接

待条件相对较好。空间宽敞，采光条件

好，共建两层，上下两层都有卫生间，

均由太阳能热水器供水。可接待的房间

位于第二层，家中有1间大床房、2间双

床房以及1间三床房。移动4G信号全覆

盖。

彭海波是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的理

事长，也是朝阳村的养蜂大户，从爷爷辈到他，

三代都是养蜂人。

彭海波家在2014年改造成接待家庭，共有两层，

一层是院落、客厅和厨房，二层有1个独立的卫

生间，太阳能供应热水洗浴，家中可接待的有2

间大床房，2个三床房。家中移动4G信号覆盖。

目前，朝阳村可长期开展自然教育接待服务的分别是彭海波家和邹建华家。该两户均位于朝阳

村13组，离得很近，交流和串门都很方便。房屋院落清幽，自然条件优越。

餐饮由接待户提供，以农家菜为主，朝阳村的特色菜有：神仙豆腐、洋芋糍粑、

菜豆腐、浆水面、纯正蜂蜜以及山野菜等。

当然了还有在不同的季节，还可以尝到颇具本地特色的野菜和野果子。香椿、折

耳根、野蒜苗、蕨菜属于3月限定，5月有竹笋和“狗牙儿菜”，7-8月可以尝到

纯净的蜂蜜，9-10月还可以吃到野生猕猴桃、八月瓜和野生板栗。

在自然教育活动期间，接待户每天都将做一道本地的特色美食，希望通过本地食

材让更多人尝到家的味道。当然了如果您有特殊需求，请提前告知，因为村里毕

竟不如城里那么方便，计划外的准备都需要从采摘或者购买开始。

餐饮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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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距离 时间

朝阳村1组-13组 18公里 30分钟
朝阳村13组-茅坪镇 23公里 45分钟

朝阳村-洋县西站 60公里 1小时40分钟

朝阳村-洋县（班车） 60公里 早上7：30从朝阳村13组发车
下午3点半从洋县汽车站发车，行程约2个半小时

朝阳村-汉中城固机场 100公里 2小时30分钟

朝阳村-华阳景区 68公里 1小时50分钟

朝阳村属于狭长带状，且仅一条公路与外界相连，路途较远，最近的出行交通有洋县西站和汉中

机场，其中洋县西站可到陕西西安、四川广元及成都等地，汉中城固机场有直达北京、广州、上

海（单日）的航班。同时，每日也有班车从朝阳村13组到达洋县。具体信息如下：

产品 单价 备注

熊猫森林蜜（包装） 90元/斤 提供瓶装，不包邮

熊猫森林蜜（原蜜） 60-70元/斤 包邮

土蜂蜜 50元/斤 不包邮

山茱萸 20元/斤 不包邮

厚朴 5元/斤（干） 不包邮

干竹笋 70元/斤 不包邮

土鸡 20元/斤 只卖活物，不包邮

干洋芋片 10元/斤 不包邮

椿芽盐菜 50元/斤 不包邮

项目 价格 备注

食宿费 120元/人/天 按照人头计费，包括住宿和吃饭
导赏费 200元/人/天
安全员费 100元/人/天
活动用车 100元/天 使用本地车辆，5-7座，涉及村内及周边区域用车

火车站接送用车 300元/趟 从洋县西高铁站到朝阳村，往返
接送机用车 400元/趟 从汉中机场到朝阳村，往返
客车接送费 800元/趟 租赁17座客车接送到洋县西高铁站，往返
场地费 500元/次 保护中心场地使用
材料费 50元/人 活动材料（溪流边钓鱼竿子+鱼等）

根据接待户、导赏员等多次的沟通，最终明确朝阳村自然教育活动接待价格。

交通

土特产品

朝阳村大部分区域有较好的移动4G信号，电信及联通在9-13组区域无信号支持。朝阳村9组、12

组以及保护小区范围内无信号、无网络。大部分农户家有WIFI支持。

通信

注：以上为基本价格，根据自然教育活动需求，可经过双方协议一致进行调整。

以上费用中，我们将提取20元/人/天地食宿费中和场地费用于支持生态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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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方面
1.朝阳村地形多为陡峭的山坡、密林、河沟，需要参与者有一定户外经验和体力，可持

续进行户外活动3-4个小时。

2.朝阳村活动区域多在野外，要求参与者在活动期间不得擅自离队，尽量避免单独行动。

3.活动安全第一，应该随时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4.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不得破坏植被、捕捉动物。

5.做到垃圾随身带走，不在森林里丢垃圾，沿途看到有垃圾，主动捡拾，带回村里。

6.村中大部分农户家中都有养狗，请不要主动招惹，避开行走。

7.听从导览人员的建议和意见，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耐心沟通。

入住方面
1.本村所有接待户的住宿和卫生条件都是村民闲置房屋改动的，所以硬件标准低于星级

酒店，请详细查阅手册，决定是否入住。

2.卫生间属于公用使用。

3.浴室通过太阳能发电产生热水，功率有限，所以不能保证24小时均有热水，使用时需

要提前和房主沟通。

4.安排房间入住，遵循男女分开的原则，如果是夫妻，需要住在一个房间的，请提前说

明。

5.村民房屋多是木头材质，隔音效果较差，请入住后早睡保持安静。

6.不得在房间里从事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7.不得在房间里吸烟、玩火等。

饮食方面
1.餐饮主要以家常菜为主，食材均来自本地应季蔬菜。

2.朝阳村因为空气中湿度大，村民饭菜习惯放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调料，如有不能

吃辣者，请提前告知。

3.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请提前告知。

4.如果你有任何的忌口，请提前告知。

其他方面
1.你可以匿名举报任何非法活动。

2.我们希望你可以将拍摄的好的照片，分享给村里，授权给村上使用照片用于宣传等非

商业活动中，我们会留下拍摄者姓名，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明。

推荐物资

服装

1.速干衣裤，方便清洗和晾晒。

2.早晚温度会比较低，所以正常穿着的保暖衣裤不能缺。

3.长袖外套，晚上保暖（冲锋衣裤）。

鞋袜帽

1.防水的鞋子（适应性强，最好高帮，防虫保护脚踝）。

2.洗漱拖鞋，村里提倡自带。

3.普通袜子，舒服就行，最好中高帮，防虫。

4.遮阳帽（遮挡太阳）。

5.薄手套（为方便活动，野外抓握）。

6.头巾（可擦汗，也可以御寒）。

7.登山护膝。

个人装备

1.自带水杯，助力环保。

2.提倡自带个人洗漱用品。

3.手电，备用照明。

4.根据自己爱好，带拍摄器具，建议不要太长镜头。

5.小背包/腰包，方便进山活动。

6.伞，遮阳挡雨。

7.手机防水套，进山需要用。

8.小物件，防蚊水，防晒霜，感冒药，消炎药等，根据个人情况携带。

9.少量备用食品（压缩饼干，牛肉干，士力架等，必要时补充体力）。

活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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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陕西·汉中·洋县·朝阳村

联系我们/
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

文字提供/
何海燕丨彭海波丨刘健瑜

排 版/
徐 林

校 订/
李彦知丨何海燕丨

图片提供/
陈 鹏丨冯 杰丨何海燕丨兰久富丨刘兴民丨黄 建丨
彭海波丨向定乾丨许 婧丨徐 林丨邹建华
山水伙伴丨一条丨左龙艺术设计
红外相机照片由朝阳村左溪河流域自然保护中心提供
*排名不分先后

感谢法国娇兰中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项目对本手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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