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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同事、员工、合作伙伴还有所有为项目付出的人们，在“人类”这颗大树的年轮上，2014又增长了一

圈。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经济从9.5万亿美元增长到10.4万亿美元，然而整体指标的进步是依据人类个体指标决

定的，如平均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等，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人类发展指数187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91。尽管如

此，中国仍有9200万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年收入人民币2300元/年以下）；仍有6100万留守儿童；只有一半的4-6岁

儿童享有3年的幼儿教育；艾滋病感染率在增加；环境问题严峻；水资源短缺和土壤退化都在威胁着我们未来的居住空间。

简言之，虽然我们在2014年有所成就，但着眼于未来，仍有巨大任务在我们面前。我们拥有190人的团队全职工作在中国西

部农村，和当地的村民肩并肩共创更好的未来： 

• 80多位教师和项目工作人员致力于为1600多儿童的学前教育； 

•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50多位艾控员和项目工作人员开导动员社区村民如何远离艾滋病； 

• 30多位农业指导员和村协调员帮助农民增产，提供营养和卫生培训，组织开展农民互助小组、农村行动小组、资金

周转委员会以及成立合作社； 

• 20位员工，3个工作中心：中国项目服务中心，财务中心和合作开发中心 --- 协助在前线各个领域工作的同事们。 

• 这一年里的所有成就使得上千人的生活得到了好的改善； 

• 在镇康、龙陵和布拖县，我们新开班了39个村幼儿班； 

• 在布拖和越西县我们共走访了6万村民，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艾滋病，破除迷信对他们的影响，从而对抗艾做出行

动； 

• 我们提供早餐、为家长培训营养知识、建造水池和乡间小路，还有如何提高种植和产量，提供农产品销路； 

发展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问题。因此我们仍然有更多需要做。 

“发展是要把目光从已经辉煌的地方转移到还没有曙光的地方。” 

“发展是在当代基础和现代标准的平台上改善人际关系；在个人幸福基础上解放个体，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法使每个人对身

边人的幸福负起责任。”（摘自互满爱人与人章程） 

 

在此我想感谢所有支持方、志愿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所有在项目中做出贡献的人们！ 

让我们继续努力！像愚公，可以移山！ 

 
 

 
 
 

 

迈克尔•海尔曼 

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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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以下简称互满爱）是一个关注农村发展的组织，旨在帮助中

国贫困地区获得内生的可持续的发展。我们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创造更好的发展机会，

与需要帮助的人们手挽手、肩并肩，团结一致为开创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2005 年，互满爱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合作，作为互

满爱云南省合作办。2010 年，互满爱在云南省民政厅备案为境外非政府组织驻滇代

表机构。互满爱人与人中国隶属于“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 

我们在三个省份（云南、四川和重庆）开展健康、农村发展和农村学前教育三个

方面的项目。自 2007 年开展项目以来，受惠人口已超过 300 万。 

除了昆明和北京两个常设办公室，我们的项目主管们带领着外展人员们生活和工

作在项目实施地。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我们帮助村民发展自己的潜能，发挥他

们的主体作用，给村民提供相应的方法与发展机会，践行一种团结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外展人员——农业指导员、社区指导员、艾滋病控制

员、疟疾控制员、结核病控制员、幼儿班老师等。他们多是由项目在当地社区招募的

年轻人，负责拜访村民、与村民讨论项目、组织村民互助、协助实施对村民进行培

训，和村民一道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给村里儿童提供幼儿教育等。正是这些艰苦而

谦卑的工作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的使命是：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 

为贫困社区提供发展机会并传递知识与技能 

支持贫困和最需要帮助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自 2007 年 

开展项目以来， 

受惠人口已超过 

300 万人 

2 个 
常设办公室 
北京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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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地域和团队 

 

2014 年互满爱中国的员工总数达到 55 个常驻员工和 140 名外展员工; 

签订了 20 个项目合同; 进行了 60 次项目拜访; 召开了 6 次大型项目部

门研讨会.  

 
 
 
 

 

 常驻员工 55 个 

 项目地外展员 140 名 

项目合同 20 个 

 项目拜访 60 次 

 研讨会 6 次 
 

 

 

云南省 四川省 重庆市 

2014 年 
互满爱项目实施 

262 万元 341 万元 639 万元 
 

我们提供 

工作机会 
（兼职及全职） 

120 个 
 

77 个 
 

36 个 
 

 

受益人群 

人 
20,325 94,723 1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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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大 事 记 

 

 

1. 2014 年，互满爱在重庆武隆

县，四川布拖县，四川越西县，云南龙

陵县，云南澜沧县新开展了 5 个项目，

涉及农民互助小组、传染病全面控制、

未来希望幼儿班三个项目领域。 

花旗-互满爱重庆武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

项目于 1 月开始实施； 

欧盟-互满爱布拖县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于 5 月举行启动会； 

世界银行-互满爱越西县生殖健康与艾滋

病宣传教育项目于 6 月正式开始； 

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的“滇西南乡

村幼儿园计划”于 3 月启动，经过几个

月的调研、走访和准备工作，10 月，幼

儿班陆续举办了开班典礼，目前在新的

项目地区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已有 7 个

幼儿班在社区进行早教服务。 

由黄奕聪慈善基金会资助的澜沧县’小太

阳儿童活动中心’项目于 2014 年 7 月启

动，截止 12 月底项目仍在调研、走访、

与选定的各个项目村积极商讨和实施准

备工作中。 

 

2. 2014 年互满爱圆满结束的项目

有：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家庭快速检测项目

于 6 月顺利结束； 

全球基金昆明结核病控制项目于 6 月顺

利结束； 

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重庆市万

州区）于 12 月顺利结束。 

 

3. 3 月，’镇康县综合扶贫项目’总

结会在镇康县南伞镇举行。云南省外资

扶贫项目管理中心、临沧市扶贫办、镇

康县人民政府、镇康县扶贫办以及互满

爱中国项目服务中心，镇康县实地项目

办公室等多方参与共同举办了会议，对

2013 年底结束的为期 5 年的镇康县综合

扶贫项目中的农民互助小组和社区能力

发展项目（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于 2104

年继续开展）进行了总结，会后，各与

会方代表还到镇康县各个项目村进行了

实地走访以考察项目的实际成果。 

 

4. 5 月，云南省教育厅负责基础

1   1   1 

1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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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幼儿教育的副厅长王建颖带领省

教育厅学前教育办主任、临沧市和镇康

县相关教育局领导等一行人来到镇康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进行考察。 

在实地走访和开会讨论后，他们对项目

开展情况非常满意，充分肯定了互满爱

对于农村学前教育的重要贡献，表示教

育部门将全力支持互满爱幼儿班项目，

并尽力解决相关问题。 

 

5.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四川

省布拖县幼儿班，云南省镇康县幼儿班

和云南省西盟县社区营养干预项目等多

个项目进行了活动和表演，孩子们和家

长们互动互乐，度过了快乐的节日。 

 

6. 6 月 30 日，互满爱参与在昆明

召开的“云南省儿童保护体系建设探索

与实践”专题研讨会。会上，互满爱驻

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先生介绍了未来希

望幼儿班项目模式和经验，得到与会者

一致好评。 

 

7. 7 月，互满爱镇康县未来希望

幼儿班项目开展了教师暑期培训。这是

幼儿班项目扩大后，互满爱首次对 50 位

来自自然村的新老教师同时进行培训。

此次培训取得圆满成功。 

 

8. 7 月，家乐福基金会-互满爱重

庆丰都农民互助小组项目组织农户种植

的辣椒迎来了第一次丰收，1800 公斤的

出售量为农民带来不少收益，经过此次

收购，农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第二道、

第三道以及更多的辣椒采摘和收成。 

 

9. 9 月 19 日-21 日，互满爱再次

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

示会（慈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我们

对所开展的项目和各个合作伙伴等进行

了为期 3 天的展示和交流。 

此次展会上，互满爱成功举办关于农村

社区幼儿教育的沙龙活动，赢得满场观

众的喝彩。 

 

10. 9 月 28 日晚，波兰驻华大使馆

文化处携手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乡村儿童早期发展专项基金, 

S&A 赛吉琥珀联合举办了为“献礼中波

建交 65 周年——助力凉山彝族儿童教

育”慈善义卖活动，为四川凉山彝族儿

童募集善款人民币 34 万余元，款项全部

用于 2014-2015 年度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布拖县 15 个贫困儿童社区幼儿班的

运转，所支持的幼儿班命名为“中波友

好班级”。 

 

11. 11 月 20 日，家乐福-互满爱丰

都农民互助小组项目组织三个项目村的

农业指导员和项目主管共 10 人参加了由

家乐福中国组织的重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超对接”培训班，学习到了宝贵的

知识和经验。 

 

12.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

互满爱多个项目进行了防艾控艾宣传活

动。组织活动的项目有：欧盟-互满爱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传染病全面控

制项目，世界银行-互满爱（四川省凉山

州）越西县生殖健康与艾滋病宣传教育

项目，以及家乐福-互满爱重庆丰都农民

互助小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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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满爱希望中国所有的儿童 

都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并可以发展他们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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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 

这意味着，在童年时期所做过或者没做过的事情会对个体

或者群体产生长远的影响 

实际上，在云南省教育厅的统计中，49%的农村

学前适龄儿童从来没有听父母讲故事，72%的家长从

来没有和自己的孩子互动玩耍。随意对于这些生长在

贫困地区由于家庭贫困，卫生条件差，接受很少的精

神灌溉和培育，缺乏营养的孩子们更有可能比条件好

的同龄孩子在身心成长上发育不良。这些孩子往往在

课堂上成绩较差，退学率高。在工作中往往只能接受

简单工种，得不到高薪。当他们有了下一代，贫困的

恶性循环便一代又一代。（Mary Young，2014 年）. 

截止到 2013 年底，由于教育部实施的第一个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将全国的入园率增长到 67.5%。

但是此数据并非代表各地区分布均匀的情况，在云南

省截止到 2013 年底，这 3 年的入园率只有 49%，然

而贫困地区的入园率是更加不乐观：临沧州的入园率

只有 24%，四川省布拖县只有 20%。 

因此，为了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在起始阶

段，我们需要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平等的充足的

早期教育机会。 

 

农村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的重要性是在于其会影响每一个

人的成长和长远发展。 

一个成年人的大脑通常有大约重

1350g ，有 1000 亿脑细胞（神经元）—

—相当于 1000  突触。我们是如何最大限

度地关联我们的行为、能力以及未来生活

的呢？ 

刚出生的婴儿大脑通常重 390g，随之

到 7 岁会生长到约 1280g 重。 

大脑生长主要依靠与外界的互动。

Hart & Risley 在 1995 年的研究表明，3 岁

的孩子生长在爱说话的家庭的词汇量是相

反情况的孩子的 3 倍。Schady and Paxton

在 2005 的研究表明，在 6 岁这个阶段，

25%最富有家庭的孩子的语言技巧会是

25%最贫穷家庭的孩子的 2 倍。表明，教

育出现屏障已经在学前产生。 

我们目前对神经生物学在儿童早期阶

段的理解是，从生命的早期开始，大脑结

构和功能的发展影响健康、学习和行为，

直到生命结束。 

一个儿童的早期阶段对社会会产生乘

数效应。在这一阶段接受良好培育的儿童

会在学校表现的更好，会有一个更好的机

会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发展自我。——Mary 

Young，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2014

年。 

神经学研究演变成传统的中国文化，即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项目解决方案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

目为西部偏远农村地区无法获取学前教育的

3-6 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帮助他们为小学

和未来做好准备。未来希望

幼儿班项目与当地社区、村

委会及政府合作伙伴通力合

作，项目采用社区参与模

式，得到当地社区的欢迎和支持。 

社区幼儿班均设立在边远贫困地

区农村，当地儿童无须长途跋涉，在

本村即可享受到学前教育。长远计划

中，幼儿班还将成为村子和外部世界

沟通的一个连接口。幼儿班的运作和

重大决策均有家长委员

会的参与，这种方式可

确保项目能真正为当地

接受，同时，也可以籍

此提升家长的能力。 

幼儿班的教室重新

利用农村闲置校舍，或

找到其他的场所来作为

幼儿班教室，比如村活

动室、文化室或图书

室。项目配备教室桌

椅、基本设备和材料。

幼儿班的老师是由家长

委员会推举的当地人，

可能是初中毕业后在家

务农的妇女，也可能是

外出打工后又返乡的青

年，还可能是原先的代

课老师。他们植根于本

地社区，互满爱对他们

进行长达 3 年的全方位

的培训，项目结束后，他们将成为散

布在各个社区的种子，发挥更大力量

促进社区的发展。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自 2008 年开

始，在云南省镇康县、香格里拉县、

元阳县、龙陵县、澜沧县和四川省凉

山州布拖县开展。截至 2014 年底，累

计开设 105 个社区幼儿班，累计入园

儿童 654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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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项目活动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 2014 年主要执行开展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如下： 

镇康未来希望幼儿班 云南省临沧市

镇康县 

澳门同济慈善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上海

联劝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河仁慈善基

金会、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 四川省凉山州

布拖县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乡村儿童早期发展基金（REED），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滇西南乡村幼儿园计划 云南省保山市

龙陵县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小太阳儿童活动中心* 云南省普洱市

澜沧县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项目还在筹备中，幼儿班尚未开始进行教学活动。 

 
 

项目运行 

我们在 3 个县共支持 64 个农村社区幼儿班，入园儿童有 1551 人，从 2008 至 2014 年

累计入园儿童达 6548 人。 

幼儿班项目中总共 64 名农村社区幼儿老师，他们都是社区本地人，平均年龄 28.4

岁。72%是女性，28%是男性；其中有 31 人拥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水平，24 人有高中文

化水平或是技校教育，8 人有大专文凭，1 人有大学本科文凭。社区幼儿班老师由社区推

选，并接受项目的系统培训。这些教师中最小年龄的为 17 岁，最大年龄的为 56 岁。 

除了接受正规培训外，教师们都接受本地项目主管的辅导。  

1551 名 3-6 岁儿童（在布拖，延展到 9 岁儿童）在幼儿班学习和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包括学会刷牙和洗脸，学习动手用脑、语言表达、学习与其他小朋友相处等等。为了衡

量幼儿的进步程度，我们开发了一个评估系统，使用两张“收获园地”海报，上面包含 30-

40 种技能分别用于 3-4 岁和 5-6 岁幼儿。每当孩子获得一项技能，教师奖励他们一颗星或者

一朵红花贴在海报上。这个评估系统用于所有幼儿班。 

 

支持农村社区幼儿教师 

在 2014 年项目为教师们共提供了 16030 小时的培训。老师接受的系统培训包括：新老

师入职前的培训 120 小时，月度培训 12 小时/月，学期培训 90 小时。2014 年成立了教师小

组，每个教师小组由临近社区的 2-4 名老师组成，他们互相支持并交流经验。同时，老师还

参与了项目的实习计划，外出到乡镇中心幼儿园进行实践和学习。 

项目主管们每月拜访幼儿班并对幼儿教师提供督导和培训，帮助组织召开家长会或帮助

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等等。2014 年，36 位新教师接受了入职前培训，总计为 3600 小

时的培训时数；64 位教师每月接受培训以及学期前培训，共计 12430 小时的培训时数。 

我们为所有老师提供一年的试用教师培训计划，确定培训科目，主题和试用教学语言。

我们撰写了一本包含 60 个学习课题的手册，将现代教学法运用到所有幼儿班项目。我们还

开发了一套月度教师培训和会议的评估系统，现在使用于所有项目。 

另外，所有幼儿班项目主管都已接受培训，使用四川师范大学鄢超云教授开发的一套评

估系统，衡量幼儿在语言、运动、认知、社交和算术能力上的发展。使用这一套系统，我们

基本上已经完成在镇康对 120 个幼儿的测试。2013 年，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在

项目地收集数据；2014 年，我们加入合作收集数据，有大学方写入数据并进行评估。 

64   1551 
幼儿班           入园儿童 

6548 
2008-2014 累计入园儿童 

17-56 岁 
64 名幼儿教师 

2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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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项目服务中心完成了 18 次的拜访和监督，培训当地项目官员，会见当地相

关政府官员。 

 

本地社区的参与 

64 个幼儿班都有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接受我们的培训，和当地教育局一

起监督老师和幼儿班的运行。 

家长委员会成员、老师和项目主管一起讨论决策幼儿班的运行事宜，包括营养餐的提

供、幼儿班费用的提交（幼儿班的运行也由家长承担一部分费用，承担多少依据每个幼儿班

当地的情况，由家长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等等。为了提高家长自身能力，项目定期召开家

长委员会会议和家长会议，为他们提供培训。2014 年，共进行家长培训 189 次，家长委员

会培训 58 次。在家长会上，项目人员与家长们共同讨论决定幼儿班相关事务，或由项目主

管开展幼儿教育、育儿、健康、营养、卫生、疾病预防等知识的培训。通过家长会，家长接

受培训，分享孩子们在家里的表现，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家长信息反馈表，用于跟家长分享孩

子在幼儿班的表现，我们开发了一个家长对幼儿班项目的意见反馈系统，利用这个系统，家

长可以观察到孩子们在幼儿班的进步和各种活动进展。这样家长们更了解项目及幼儿班的日

常运作，也就越来越支持幼儿班的各项工作。 

幼儿班还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并邀请家长参与，2014 年我们组织了 5 次大型活动，每年一

次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幼儿班运动会，元旦联欢会，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植树节（3 月

12 日）、世界地球日（4 月 22 日）活动，家长与孩子一起互助完成一项环保活动。 

 

项目的新变化 

在布拖，我们已将中心乡镇小学的学前教育形式转变成村幼儿班运行的形式；每个幼儿

班的学生数量从 50 减少到 30，并安排乡村老师和幼儿班一对一的形式授课。全面的提升了

布拖幼儿教育的质量。 

我们成立了“项目县”这一概念，由一位“项目县级主管”带领的通常 5-8 个项目，涵

盖 50-80 个幼儿班；在镇康，我们开办了第一个项目县，4 位项目县级主管分别管理 4 个项

目，每个主管分管 6-15 个幼儿班。 

2013 年 5 月，互满爱香格里拉幼儿班项目结束，项目的 10 个幼儿班全部移交给当地社

区和当地教育局。2014 年 5 月，互满爱员工到香格里拉回访以前的幼儿班和村民情况，令人

高兴的是，所有的班级无论是私有制幼儿班还是隶属于当地乡镇的幼儿班都在良好的运行。 

 
 

 

     
 

项目扩大覆盖 

在 2014 年我们为更多孩子提供了接受幼儿教育的机会 ---- 我们的幼儿班数量增加了 113% ---- 从年初的 30 个增加到了年底的

64 个。我们的幼儿班项目拓展到了云南省一个新的县域：保山市龙陵县，我们与龙陵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113% 
开班率 

5 次 
大型活动 

10 个 
幼儿班移交当地社区 

9 



幼儿班教师的一天 

杨晓琴原是云南省镇康县勐堆乡塘尚水村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初中文化，在家务农。2010 年 10 月，互满爱镇康县社区幼儿班

项目组来到塘尚水村，村委会和有 3-6 岁幼儿的家长开会讨论在这里办自己的幼儿班。村委会和家长们一致推举杨晓琴担任幼儿班

的代课老师。杨晓琴接受此委任，已为人母的她本着对孩子的关爱之心，从互满爱提供的培训以及自己的实践中一步步成长为备受

孩子们欢迎的幼儿班明星教师。 

 

清晨 7 点，杨晓琴起床，料理自己家的活计：喂喂鸡猪，

打扫下卫生，去打点猪草等，简单梳洗后准备早餐给大孩子吃，

然后给小女儿喂奶。一家都吃完后，把小女儿交给妈妈带，杨晓

琴走到离家不远的幼儿班。 

8 点半，来到幼儿班的杨晓琴开始给学生们准备豆浆，保育

员也已到达班上收拾好物料后在门口等着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孩子们陆续到来后，杨晓琴和保育员领着孩子们去洗脸漱口

排队做早操，等所有孩子到齐准备好已是 9 点，早操时间到。 

10 分钟早操后，回到教室，杨晓琴给孩子们分发豆浆。喝

完后课堂正式开始。 

今天星期三，上午是“用用你的脑”，户外游戏，艺术和口

头语言课程，下午是书面语言、数字、体验和想象等课程。 

在今天的课堂，有个刚来的孩子还是有点不太习惯集体生

活，比较怕生。杨晓琴在带领大家游戏的时候特意走到这个孩子

身边，鼓励他一起参与，比昨天有些进步，杨晓琴心里更高兴。 

12 点，上午的课程结束，保育员也做好午餐，杨晓琴带领

孩子们吃午餐。今天那个新学生因为年龄小的缘故，对于自己吃

饭还是有点笨拙。有个比他年龄稍大点的老学生主动照顾他吃

饭，杨晓琴当众表扬了此互帮互助行为。 

12 点 40，午餐结束，杨晓琴带领孩子们洗漱完毕一一回到

起居室睡午觉。将孩子们安顿好后，她也来到校门口，从妈妈手

上将小女儿接过喂好奶后，将安睡的孩子抱去班上起居室跟哥哥

姐姐一起睡觉。此时，看到安静睡着的小妹妹，一些原本有些躁

动睡不着的学生们也安静下来，渐渐入睡。 

1 点 20，叫醒孩子们，简单洗漱后，下午的课程开始。杨

晓琴的妈妈也将她的小女儿抱回家，让她专心上课。 

中午的表扬起了效果，孩子们在活动和游戏中互帮互助的行

为更多，杨晓琴此时组织孩子们对所有良好行为竖起大拇指！ 

下午的课堂时光很快过去，今天有个特别活动：打扫教室和

班外的操场。3 点半，杨晓琴和保育员组织孩子们开始打扫，孩

子们干活干得热火朝天，不知不觉到了 4 点下课时间。忙完农

活过来接孩子的父母看着甚是欣慰。有的孩子还会劝导父母要维

护公共卫生，让下课的时光变成其乐融融的亲子互动时间。 

将每个孩子交到父母手上并愉快告别后，在一声声的老师再

见中，杨晓琴与保育员阿姨收拾好教室和物料，将门锁好，离开

幼儿班。 

步行 10 分钟回到家，杨晓琴接过小女儿并与她游戏了一

番。随后准备明天的课程。明天有同在三人学习小组的邻村老师

来观摩课堂，杨晓琴准备了一些想要共同讨论的问题。明晚还有

家长培训班，因为家长都在起早贪黑地做农活，培训班只能放在

晚上他们干活回来吃饭后，大家一起探讨育儿话题。 

6 点，丈夫领着放学的大女儿回来，一家人晚餐开始。餐桌

上，大女儿兴奋跟爸妈说着学校的见闻，杨晓琴和丈夫时不时回

应，小女儿也在咿咿呀呀地回应，滑稽的模样引发一家人大笑。 

7 点，晚餐结束，杨晓琴料理完家务后，哄着小女儿睡觉。

然后开始 2 小时的自学时间，这是互满爱的培训计划之一，提

供自学材料，由各个幼儿班老师自己安排时间学习。这周末有三

人学习小组的成果汇报和讨论，杨晓琴打算与另外两人分享如何

让识字课堂变得更有趣，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8 点半，互满爱幼儿班项目主管打来电话，询问明天晚上将

要进行的家长培训事宜和一周后要进行的冬季运动会以及幼儿影

响力测评，与她沟通完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后，杨晓琴在记录本上

记下新的收获要点，为这些即将到来的活动做好准备。 

10 点，杨晓琴与家人一起进入梦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杨晓琴老师（左一）在给家长展示学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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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故事 

 
  

开学第一天，他母亲把他送到学校，他连教室都不愿进。

他母亲进教室陪他，他也同样哭闹。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打

人。怎么哄他都坚决说不读书，生起气来，既打他母亲又打老

师，甚至还会自残吓人。可是我和他母亲还是不断沟通寻找能

让他留下的方法，用他能听进去的话题跟他说话。慢慢地，他

可以在妈妈陪同下坐在教室里听课，与同学们说话，但手还是

紧紧抓着他母亲不放直至放学。有一天他母亲很累地告诉我

说：“这孩子就这样，在家里也是脾气暴躁，又不听话又内

向，他一作怪，家人拿他没办法。“我对他母亲说：“会好

的，慢慢来。“ 

于是，我请他的母亲在幼儿班帮忙，跟在我身边去做一些

活动，一起和小朋友做游戏。慢慢地，小宇开始和同学们、老

师说话和玩耍，并且不再爱打小朋友了。 他也渐渐开始喜欢图

书，喜欢幼儿班的课本。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的影响下他喜

欢画画写字。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大家交流。 

一个小小的经历更是让小宇同学懂事快乐了起来。那是入

学第三周的星期二，天下着大雨。他玩得投入时，他妈妈走出

了校园，当他回过神时不见他母亲便哭着跑了出去，怎么哄他

都不进来，又发火打人。他母亲看到此景赶紧从围栏外冲进

来，他刚扑过去想要偎依，他母亲不让，说他在家不听话，来

学校不乖，不管他了。这时他哭得好伤心，我过去哄他，他紧

紧抱着我断断续续说了好多。我婉转地回应了他，把他抱进教

室。小朋友们都来哄他，陪着他玩。有的给他玩具，有的教他

写字，还有的把画好的画给他。他看看我，看看围着他的同学

们，流着泪的他从我怀里下来，不由自主地笑了。看向窗外的

母亲终于会挥起手说：〞妈妈，拜拜〞。   

现在的他既听话懂事，又爱照顾小同学，会唱会跳又爱学

习。他母亲开心地说他的儿子回家不再像原来那样内向又不懂

事了，还会回家做家务，唱歌给他们听。   

原来，没有淘气孩子，只是他们幼小的心灵和脑海有空

白。他们需要爱的填充，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好孩子。幼儿班

是他们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的开展，让无

数像小宇一样的孩子在幼儿班感爱到了满满的爱，感受到被关

心和被保护。在有爱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里，在幼师们爱的付出

和努力下，他们就能幸福快乐健康地成长。

 
 

幼儿班是孩子迈出学识路和成

长路的第一阶梯。他们从进幼儿班

第一天的厌倦和恐慌慢慢变成了快

乐和踏实，由哭闹声和埋怨声逐渐

转换为欢笑声、歌声、朗读声，作

为他们老师的我这一切深深存入我

的脑海里。 尤其是一个名叫小宇的

孩子让我感触极深。他上幼儿班一
个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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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 

 

 
 
 
 
 

未来发展 
 
 
 
 

 

 
 

 

 

2015 年，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

班的数量将实现两倍扩增：从

现有的 64 个班扩大到 120 个

班，为更多贫困儿带来开发他

们才能和潜力的机会 

 互满爱将继续致力于幼儿班教师水平的提高，为每个教师制定个人成

长培训计划。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支援农村社区未来希望幼儿班 

 我们继续动员更多社会组织来一起致力于幼儿教育 

 

 

支持未来希望幼儿班，我们欢迎您： 

 镇康县有 10 个班级需要从 2015 年 7 月寻求新的资助者，欢迎大家成为这 10 个班级的资助者。 

 资助农村幼儿教师培训 

 资助或提供对幼儿班孩子进行清洁饮用水、健康卫生等培训 

 参与教室装修和刷墙活动 

 捐赠玩具和书籍给孩子们 

 资助我们在对家长育儿、教育和营养培训方面的发展 

 

如果你愿意支持此项目，请联系 info@hppchina.org.cn 

 

如何支持 

1551 

189 

58 

3539 

2487 

16030 

 

幼儿班孩子数 

家长培训次数 

家长委员会会议次数 

儿童做好事的件数 

室外上课数 

幼儿班教师培训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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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EVELOPMENT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西南农村 

进行两种类型的农村发展项目： 

农民互助小组和社区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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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贫穷不是

偶然的。如同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它是人为的，

可以通过人类的力量来解决。 

我们不是在与一个叫“贫困”的抽象概念战斗。

我们与穷人团结一起，用实际行动共同战胜贫困。 

人类的行动能够根除贫困的根源。穷人参与改变

自己的命运是反贫困斗争的基础，我们联手穷人，政

府，国内外的进步力量，共同行动改变并最终根除导

致贫困的因素。 

贫困人群是活生生的，主动的，是大家的同类。 

 

社会问题 

当存在已久的贫穷现象已经成为日

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更需要一

股推动力来帮助人们逃离贫困 

贫困人群需要外展志愿者作为战

友。虽然这些“战友”与穷人的命运并

不相同，但与穷人平等地，共同地改变

穷人的生活状况。 

在团结一致的基础上，穷人发现真

正的脱贫机遇。 

穷人在与学术界肩并肩地为共同的

使命的斗争中获得新的信心。 

通过共同对抗贫困，穷人和战友将

获得技能。这些技能让他们在实现发展

和创造未来的道路上战胜逆境和挑战。 

农村发展

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636463 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67 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84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489 元。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形势很

好，但是城乡差距明显，而且中国的地形

特点，东部整体地势低、城市群多，经济

发展快，西部高原高山区则农村人口多，

经济发展缓慢且渠道少，西部也集中了大

部分贫困人口。 

东部城市繁华的生活是西部人民的梦

想，因此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从西部农村前

往东部城市，留下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西部。可是西部农村有东部城市没有的干

净的空气和水，东部人民向往西部的原生态

农产品。如何在两者中寻找平衡，如何让外

流的人群回家跟亲人在一起，以及帮助他们

在家乡发展种养殖业获得稳定收入，这也许

是解决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根本；这也是现

今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解决的社

会问题。 

也许他的命运不好，父母很穷，

生活的地方也没有机会 ，他的土地干

旱多年或者是他受了工伤，但是他活

着。 

他有感情和想法。他有生活经

验，也在个人成长中经历了生活中

的起起伏伏；这些经历是宝贵的，

即使它们不能被直接变卖

以换取经济收益。他也梦

想和憧憬着更好的生活，

家庭和社区发展。他一直

准备着，每天都在逆境中

挣扎，不只为了活着，更

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

活。他是在为自己创造美

好未来这场斗争中的主角

和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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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解决方案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于 2008 年 6 月开始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实施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已经于 2012 年底圆满结束。后又先

后开展东莞儿童援助与青年行动项目（2012 年 6 月圆满结束），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一小步幸福计划”社区营养干预项目和拜

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 

社区发展项目旨在通过 10 项系列活动作为来推动农村发展

的准绳，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增强社区能力。 

 

 

 

 

 

 

 

 

 

 

互满爱与贫困人口肩并肩奋斗，以帮助他们的家庭增加收入，从而改

善生活，通过健康和教育活动，使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加卫生和健康。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解决方案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从 2008 年起开始在云南省镇康县实施农民互助小组项目，该项目已经于 2013 年底顺利结束。互满爱也先

后启动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重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项目（重庆万州区农民互助小组项目），重庆丰都县农民互助

小组项目和重庆武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项目（重庆武隆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旨在帮助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摆脱贫困。项目在自然村成立非正式的农民互助小组，通常每个小组由 30-

50 个农户组成。通过互助小组，农民们共同讨论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如组织统购统销，降低农产品成本和增加利润；同时，项

目为农民提供生产方面的培训，如引进新的种植技术，推广保护性耕作等；也为农民提供家庭理财、健康卫生、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的培训。项目在每个村招募常驻村里的农业指导员，他们与村民共同生活劳作，支持农民互助小组委员会成为生产领导者，提升他

们的领导力，并动员每一位成员积极参与自我发展的进程。 

 

 

 

 

家庭 

增收 

 

健康项目 

包括艾滋病 

防治宣传 

幼儿班 

发展社区 

儿童和青少年

参加社会活动

和建设 

特殊 

儿童 

教育 

村寨 

发展 

环境 

保护 

两个由社区自行 

决定的当地议题 

10 项 
系列活动 

促进合作 

增加收入 

增长知识 
提供扩展服务 提供培训 提供示范 

建立互助小组 建立合作社 

提供小额补助 提供牲畜传递资助 

项目的三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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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项目活动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 2014 年主要执行开展的和如下： 

丰都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重庆市丰都县 家乐福基金会 

武隆县农民无助小组项目 重庆市武隆县 花旗集团基金会 

盖亚植树基金项目 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 盖亚植树基金 

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 重庆市万州区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一小步幸福计划“ 

社区营养干预项目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以社区为基础的农村地区 

儿童营养健康综合发展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搭建合作平台 

“农民互助小组”(Farmers’ Clubs)是一个农技的学习交流平台，农户们集思广益一起寻

找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一起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农户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进行

统购统销，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入。一些项目中的“农民互助小组”在项目的推动下成立注

册农业合作社，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建立的“村民行动

小组”(Village Action Groups- VAG) 亦是发挥村民的主动性的，通过这个平台大家讨论社区

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接受健康、环境和卫生的培训，齐心协力改善村容村貌。 

 

农业培训和支持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地的每一个行政村都会选出并培训成为“农业指导员”负责支持该社

区的农户。 

农业指导员不是领导，而是与社区共同工作。 

他们支持农民互助小组委员会成为自己事务的领导，高效调动每个成员参与自己的发展。 

在 3 年项目期内，他们驻扎在村里，与村民共同生活。 

他们为农户提供农技培训和实地指导，引进新的品种，改良种养殖技术，为农村的生产

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同时，项目也助力改善当地农产品的产销供应链问题：开展农超对接、

协助农民联系其他经销商，帮助农民卖出更多的农产品。此外，指导员也动员农户采取保护

性耕作方式，改善土壤和环境。我们在社区发展项目中为村民行动小组提供培训和支持，通

过协助农户养家禽或者种植一种新的蔬菜来改善社区的饮食结构和营养状况。 

 
 

  

 
农业项目 

(Farmers’ Clubs- FC） 

 

 

 

 

社区发展项目 

(Community 

Development-C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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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FC 武隆项目工作人员入户拜访贷款户。 

右：CD 万州项目工作人员在赶场天宣传活动中为农户提供技术支持。 



 
 

2014 年在农民互助小组和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推广的技术和协助发展的产业有： 

 
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玉米宽窄行种植技术 

 
波尔山羊的饲养技术 

 
土鸡养殖技术 

 
养猪发酵床技术 

 
黄豆种植推广 

 
发展规模化的辣椒种植 

 
发展规模化的核桃种植 

 
开展村民间的牲畜传递活动 

 
苗圃培育技术 

 
社区蔬菜园管理  

开展土壤检测， 指导农民如何合理施

肥，从而减轻农业对土壤的损害 

 
 

我们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管理的技能， 

帮助农民更好地适应和对接市场， 

同时也倡导环境友好的耕作方式。 

  

 
 
 
 
 
 
 
     
 

拓展社区服务 

贫困农村的社区服务普遍缺乏和滞后，通过农民互助小组和社区能力发展来补充社区服

务。 

2014 年实施的社区服务如下： 

 建立“社区发展基金”(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 - CDF) , 帮助缺乏资金的农户

发展产业 

 组织赶场天宣传和综合培训: 宣传和培训内容覆盖家庭理财、农业销售及管理、健康和

卫生、疾病预防、生殖健康、营养知识、环境教育、育儿知识等等 

 儿童服务：为村小学生提供营早餐以改善儿童营养状况；组织学生俱乐部并开展舞蹈，

音乐，观影等兴趣活动；为村小学生开展青春期知识培训等等 

 
 

改善农村设施与环境 

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和农村整体自然环境影响着每个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项目通过配

套资金，以及动员村民集体行动，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和环境。2014 年实施的活动如下：  

 设施改善：修建蓄水池，农田灌溉改良，修建垃圾池，道路整治，补贴农户安装太阳能

热水器， 

 建立信息室，配套电脑培训，方便农民获得农业生产所需的信息 

 组织村民集体大扫除活动 

 组织村民育苗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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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指导员的一天 

余春江，男，63 岁，家乐福-互满爱重庆丰都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红花坡村农业指导员。家住丰都县包鸾镇

红花坡村二组。他是红花坡村委会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担任项目农业指导员后，主要工作是去村里拜访农户，跟踪了解项目活动

开展情况并及时跟项目主管沟通。 

2014 年末，考虑到红花坡村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多方了解和参观后，项目打算引进高山黑土豆并动员农户试点种植。经过

各村农业指导员前期沟通和调研后，决定试点地点为红花坡村互助小组四组。于是余春江筹备和组织了一场颇有成效的动员大会： 

这天，余春江与往常一样一早起来，喂好猪吃完妻子准备好

的早餐，8 点左右来到红花坡村委会办公室开门，打扫卫生。然

后准备今天要用到的材料：黑土豆种植宣传资料，会议登记表，

笔记本等等，并联系今天的目的地组织人。一切准备就绪，便坐

在村委会门口与其他农户聊天，等待项目主管李鹤年和工作人员

汪晓阳的到来。 

李鹤年和汪晓阳从常驻的丰都县城行车一小时来到红花坡

村。约 9 点半，李和汪到达红花坡村委会与余春江汇合。三人

拿上材料就驱车前往红花坡村互助小组四组（以下简称四组）。

由于山路坑洼，7 公里的路程开了 45 分钟才抵达。 

到达四组，直接驱车前往组长安排好的集会场所：村里的中

心地带，方便村民从分散居住的四面八方赶来。由于余春江已于

前一天联系好组长，在组长的组织下，一切有条不紊地展开。 

约 10 点 15 分，此时已有一些村民在场中等候，还有一些

陆续抵达。由于山区地形导致村民住得比较分散，村民步行过来

需要一些时间。余春江见天气冷，于是组织大家烧了一堆火，让

村民围着火堆而坐，并用等待的时间互相交流。 

安顿好先到的村民，在等待其他村民陆续到场的过程中，余

春江和李、汪三人与组长一起去看了不远处的当地政府为五保户

修建新屋的项目。过程中，三人与组长交流讨论一会的开会流程

和黑土豆种植发展模式。项目组本计划挑选几个有一定风险承担

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种植大户先进行尝试，等看到成效再带动

其他农户一起种植。但是组长反映经过前期收集意见，想要种植

的农户超过预期。于是大家决定为了公平分配黑土豆种子，每个

农户需出资 2 元/斤领取种子，其他费用由项目组承担。 

11 点，红花坡村三组黑土豆种植动员大会正式开始，30 多

户农户参加。大家围坐火堆旁，听余春江介绍项目的规划和想

法，然后大家各抒己见，积极讨论。约 1 小时后，动员大会结

束并达成一致意见：参会的 30 多户农户中，有 20 多户愿意参

与此项目。项目一共提供 1 吨（2000 斤）种子，组长规定，参

与的农户每家领取不少于 50 斤。最终一户种植大户拿到 700 斤

种子，大约可种植 1-2 亩地，其他参与农户都是每家 50 斤种子

的形式分发。项目统计好报名意愿后，着手采购种子事宜，预计

在 2015 年 1 月分发。 

12 点多，动员大会结束，部分农户回家，部分农户留下来

继续跟余春江聊天，交流他们自己的想法以及参加项目的事情。

1 点多，交流持续到午餐时间，余春江和李、汪三人被农户邀请

一起用饭，餐桌上与农户继续交流。 

约 3 点，午餐结束，三人前往种植大户家走访查看种植的

地块并与其进行前期交流。4 点多，三人返回红花坡村委会，开

始进行会议记录填写和下一步采购种子的准备工作。 

约 5 点，余春江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与妻子一起做

农活准备晚餐。晚上，余春江准备好第二天拜访农户的工作和材

料，熄灯就寝。今天的动员大会效果很好，村民很积极，希望大

家好收成。这是就寝前余春江许下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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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春江（左五）在动员大会上的工作状态。 



 

 

项目故事 

 
 
 

付提华和她的丈夫是接官村的村民，由于她的丈夫身患残疾，所以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有付提华一个人完

成。2014 年她种植烤烟，从种植、除草到收获都由她一人完成。11 月 19 日，项目工作人员带领曾来过山羊

养殖培训的马老师一同拜访了付提华的家。她带着我们参观了她的羊圈，她必须一个人照顾 200 只羊和 4 头

牛，每天都要带出去牧草，非常辛苦。马老师查看了她的羊圈，存在严重的问题，羊圈没有位于足够高的地

方，导致羊的排泄物不能正确的处置。马老师解释说羊的粪便堆积会导致氨气的排放，氨气会最终导致羊失

明，而且对人的健康也有危害；只有生长在标准羊圈的羊才会健康而且高产；标准羊圈应该距地面 2 米高，然

而她的羊圈还不到 1 米高。马老师还建议下次修建羊圈要建在斜坡上，这样粪便不会堆积在羊圈内，由于氨气

的排放还要相对远离人居住的房屋。付提华接收到老师的指导感到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老师提供她这些宝贵

的知识，她也非常有信心做的更好，更专业化，从而增加产量，让自己的羊市场化。 

如果付提华能够按照老师的提议改善自己的羊圈，这将会是帮助她增产的绝佳途径。这次之后，在培训中

付提华也更喜欢提问了。她还说等她的新羊圈整理好，她想邀请马老师再次来查看她的羊圈。 

 
 

 

  
 

接官村，位于重庆市武隆

县浩口村，是武隆农民互助小

组（由花旗银行基金会资助）

的自然村之一。（以下简称项

目）。村民主要以种植玉米、

土豆和烤烟，以及养猪和山羊

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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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付提华家的羊圈。 

下：项目工作人员和马

老师一同入户拜访付提

华（左一）。 



项目成果 

 项目在农户和市场之间搭起了桥梁，帮助农户拓展销售渠道 

 我们提供的培训和田野指导帮助农民能力得到提升，农民增长知识，优化生产技术，并且对于理财和农业管理和水资源管理

有了更好的认识 

 在“社区发展基金”的支持下，农民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我们推广环境友好的农业理念，即“保护性耕作”和“水稻强化栽培技术”  

 我们提供营养、卫生、疾病预防、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培训 

 我们改善社区的硬件设施、环境和卫生的改善，给儿童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 

 营养不良和贫血的现象减少，在课余时间有丰富的活动去发展兴趣爱好，有利身心健康发展  

 
 
 
 

 “农民互助小组”参与农户数 

“村民行动小组”参与农户数 

项目获取政府配套资金数额 

 

农技培训开展场次数 

农技培训开展覆盖人次数 

入户拜访次数 

引进新品种的农户数量 

尝试水稻精确定量栽培的农户 

 尝试保护性耕作的农户 

“牲畜传递”受益的农户数量 

增收的农户 

 

 “社区发展基金”受益农户数 

理财培训开展次数 

健康&卫生培训开展次数 

儿童营养改善活动受益人数 

“学生俱乐部”受益人数 

 

在自然村改善的饮水点和农业灌溉设施的数量 

饮水点和农业灌溉改善工程受益人数 

在自然村修建垃圾池数量 

垃圾池受益人数 

设立信息室数量 

村民集体大扫除次数 

植树棵数 

 

2404 

1298 

100 万 

 

143 

19 

65 

213 

414 

 

377 

18481 

18050 

285 

99 

300 

272 

1858 

12 

2544 

5 

800 

3 

50 

40 万 

合作平台，资源整合 

 

拓展社区服务 

 

农业培训，提高农技 

 

设施改善，环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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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 
 

 

 

 

 

 

 
 
 

 与农村贫困人口肩并肩作战，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 

 促进农民之间的合作，协助农民自我组织和建设，建立更多的非正式和专业农业种养殖合

作社 

 推广可持续农业，帮助农民减少农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保护农业和人类赖以生存

的自然环境 

 支持农民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增产增收，从而在农村创造可持续生计 

 协助农民将农村建设地更美好，让更多农民可以留在家乡发展，让农村成为人们向往和乐

于居住的地方 

 

在未来，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将继续努力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

展，以物资和服务来支持农村贫

困人口，改善生活质量。我们对

未来农村发展工作的展望有以下

5 个核心要点： 

如何支持 

 

支持互满爱农村发展项目，我们欢迎您： 

 资助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为农民提供免费的专业农业培训 

 资助农户和农户间的牲畜养殖传递 

 资助沼气池的建造，为农民获取清洁能源的需求 

 资助在偏远地区农民能获得更清洁的水 

 支持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 

 为营养不良的儿童资助营养品 

 资助农户建立菜园和养鸡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健康的食物 

 

如果你愿意支持此项目，请联系 info@hpp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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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系统综合的 

社区动员策略来推动人们改变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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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 

我们要对抗传染病的蔓延和不均衡的分布的现象。 

对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的愿景，世界和中国政府对此

作出了实现“3 个零”的定义：零艾滋病新发感染、零艾

滋病相关死亡和零歧视。 

为实现此愿景，2014 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为艾滋

病的测试和治疗制定了"90-90-90 目标" ： 

90%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自身知情； 

90%知情的携带者获得抗病毒治疗； 

90%接受治疗的人体内病毒受到抑制。 

 

在中国，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也不知道会很容易地传染给其他人。 

结语： 

一方面是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

病人数逐年增多意味着传播面增大，

一方面是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和恐

惧。距离“3 个零”，中国还有一段

不短的路要走。 

对抗艾滋病需要全人类的努力，

提高意识，相互告知，教育和赋权每

一个女性自身和她的爱人。 

“只有人们自己才能把自己从艾

滋病中解放出来！”（HPP 口号） 

根据当地情况而定，实施对艾滋

病的控制。 

健康项目 

面对艾滋病——是赢是输？ 

2014 年 1 月 16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王国强介绍，2014 年新增存活的感染

者数量为 10.4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了

14.8%。 

2014 年 11 月 30 日，王国强介绍，自

我国 1985 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

截至今年 10 月底，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感

染者和病人已达 49.7 万例，死亡 15.4 万

例。 

2014 年 10 月 18 日，据国家性病艾滋

病预防控制中心估测，截止 2013 年底，在

中国大约 81 万艾滋病感染者中，46%的人

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感染情况。 

在中国早在 80、90 年代，卖血和共用

针具吸毒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从

2007 年开始，性传播成为主要的艾滋病传

播方式，到 2014 年超过 91%的感染者是通

过性传播感染。 

艾滋病的传播已经不再只是发生在少数

人群中，而是在全社会所有性活跃领域中的

传播。 

约 1000-2000 万的男男同性恋（国民

感染率为 7.2%，中国日报 2014.9.26 报）

中大部分和不知情的女方结婚；约 4-6 百万

性工作者（感染率为 0.5-4.5%，根据不同时

代而定，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2014.6.12 报）； 1 亿多的农民工；240 万 

人吸食海洛因（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 2013 年估计）；生殖健康知识的缺乏；

1000 万/年的人工流产；这些都是具有高风

险通过性传播的方式导致感染艾滋病。 

只有提高风险意识和对性传播艾滋病

的开放态度才可以真正阻断新的感染。 

约 45%的报告病例数在云南、四川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四川，多半艾滋病感染

者生活在云南边境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紧邻

金三角地区，受毒品主要以海洛因为主的生

产和交易，据 PLOS ONE 上在 6 月的报

道，在 2009 年发现的艾滋病感染率在凉山

州布拖县当地人年龄 25-34 岁中，达到

24.4%。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吴尊友介绍，“布拖县已经是艾滋病患

病率超高发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一个地区的感染率高于 1%就可以算作是艾

滋病高发地区。”毒品泛滥、不安全性行为

和缺乏公共意识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在四

川和云南的其他 6 个县也是艾滋病高发

的地区（中国日报，2014.10.21 报）。 

如何实现 90%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自身

知情的目标？ 

我们需要更多的主动咨询和测试。 

“在中国大部分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几

乎没有关于性教育和的课程，然而在广州的

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意识只有 40%。在这样

的情况下，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对安全性行

为和采取措施预防艾滋病的意识极低，那么

如果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预防艾滋

病呢？所以由此看来，预防艾滋病

的意识还远远不够。”（中国日

报，2014.12.1 报） 

如何实现 90%知情的携带者获

得抗病毒治疗 

目前只有约 52%的艾滋病感染

者接受了抗病毒治疗，全国性超过

24 个月的药物依从性是 80.1%，然

而凉山州比例低于国家水平。很多

艾滋病感染者在贫困的农村，还有

农民工遍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他

们由于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产生对

一线药物的耐药性，从而导致对二

线药物作用的限制；要达到 90%这

一目标是巨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所

有人力去动员和支持每一个感染者

要达到这一健康体系是非常难以实

现的。社会草根组织

还没有具体开展此工

作，但已经计划大规

模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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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解决方案 

传染病全面控制（TCE），是由互满爱人与人系统地通过动员全人口，在人们的生活、

家庭、社区中对抗艾滋病。“只有人们自己才能把自己从艾滋病中解放出来！”这个简单的

理念是传染病全面控制的基础。 

 

以 10 万人划分为一个 TCE 单元。 

TCE 系统招募、培训、部署 33 个当地人员为艾控员，一起负责一个 TCE 单元。 

每位艾控员在一个三年计划内负责 3000 人，开展系统地入户拜访、面对面教育、提供

咨询服务。 

艾控员真正做到挨家挨户的开展工作。 

艾控员给每一个人提供信息、教育、咨询和动员人们逐渐采用安全的行为。 

 

TCE 的整体目标是：动员每一个人采取措施控制艾滋病，即成为 TCE 拥护者： 

• 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 

• 减少对艾滋病的误解与歧视； 

• 加强社区动员应对艾滋病； 

• 动员更多的人接受检测； 

• 大大降低性病传染率； 

• 向艾滋病病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更多关爱； 

• 动员形成一个 TCE 热情支持者网络，即志愿者和社区小组。 

•  

自 2010 年 2 月开始，互满爱已经开始在布拖县开展艾滋病防控项目，以补充政府部门

的力度。当地人成为艾控员和积极分子（志愿者）接受培训，深入到偏远农户家中进行面对

面的艾滋病防治教育。每天都工作是为了帮助当地人们解放迷信思想，科学地认识艾滋病，

动员人们加入免费治疗体系。 

在 2012 年，互满爱中国在布拖县开展艾滋病家庭检测子项目；这个项目解决了自然村

距乡镇卫生院偏远的问题，并且增加了被检测率。我们鼓励当地医生成为艾控员，通过他们

去动员村民接受家庭检测。建议艾滋病阳性村民转介乡镇卫生院进行复查和确诊。 

TCE 布拖项目已成功由中国-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凉山州性病艾

滋病防治协会支持，并由欧盟代表团在 2014 年 1 月开始支持此项目。 

同时，互满爱中国已经对越西县进行了调查，同样也是艾滋病高发地区，因此我们向世

界银行基金申请开展项目，此项目已经在 2014 年 6 月正式开展。 

 
 

   
 

10 万人 
1 个 TCE 单元 

33名 
艾控员 

左：布拖县的艾控员入户面对面宣传关于艾滋病防治知识。 

右：布拖县一对一艾滋病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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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项目活动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 2014 年主要执行开展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如下：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和互满爱人与人波罗的海（立陶宛）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 世界银行 

昆明市结核病控制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 全球基金 

布拖县艾滋病家庭快速检测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由凉山彝族自治州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资助的艾滋病家庭快速检测项目从 2013 年 7 月

开始实施，到 2014 年 6 月项目结束，拜访了 10101 名村民（目标 9600 人），向 5664 人提

供了咨询服务，并且为 3652 人提供了快速检测（目标检测 3500 人），其中有 120 位怀孕

妇女。通过我们的快速检测发现 19 人检测结果成阳性并转介到乡卫生院复查，14 人已被确

诊为艾滋病阳性并已登记到国家的治疗体系中。1 人由于个人隐私的顾虑拒绝接受乡卫生院

检测，还有 4 人由于各种原因未得到检测结果。 

传染病全面控制布拖项目，由欧盟资助，从 2014 年 1 月开始实施，是有史以来我们最

大的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与布拖县妇女联合会合作，由当地 5 名项目主管和 33 名艾控员

共同执行。在 42 个月的项目期中，计划为 100000 人提供帮助。领导此项目的机构是来自立

陶宛的互满爱人与人波罗的海，为项目管理办公室提供技术援助。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底，

项目管理办公室已经登记并拜访了 74867 名村民，进行面对面教育，动员了 448 人成为积极

分子，开展了 27523 人次的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培训。 

 
 

我们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开展了一项关于改善当地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已经和越

西县妇女联合会、公共卫生局、艾滋病办公室、疾病防治中心，以及妇幼保健站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8 名艾控员，其中 5 名女性。这是首次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以女性为主导的项目。

他们已经拜访了 9642 人，给 7202 人提供了咨询服务，并未 3711 人提供了自主预检测。 

我们相信这些工作会对乡村的妇女引起重视，扩大需求，提高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需

求。同时县妇联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对卫生机构的工作给予很大支持。 

 
 
 
 

 

10101 
拜访村民数 

9642 
拜访村民数 

74867 
拜访村民数 

传染病全面控制布拖项目和越西项目中所有的相关工作人员都出席了 2 届 TCE 大会，

互满爱中国的项目服务中心和合作开发中心对此做出了进展评估，抓住瓶颈问题，制定解

决方案，能力建设和团队精神等工作。 

由中国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项目——结合项目，在昆明市已经成功的

开展并圆满结束，其中互满爱中国参与了对结核病的教育和社区动员工作。 

在 2014 年，项目服务中心完成了 22 次的项目拜访和监督，培训当地项目官员，会见

当地项目相关政府官员。 

5 3 
 

25 

布拖县艾滋病家庭快速检测项目 

传染病全面控制布拖项目 

改善越西县性与生殖健康的项目 

越西县的 8 名艾控员 



 

艾滋病控制员的一天 

越西县是彝汉混居的地区，这里有汉族聚居地（汉区）和彝族聚居地（彝区）。书古乡属于彝区，海拔较高，经济作物少，所

以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家中基本就只有留守老人、小孩和部分在家中照顾老人的妇女。 

书古乡位于山区，交通不便，大部分地区靠步行。因此，村子里的人们获取医疗服务也十分不方便。曲木尼姑莫（彝族）是世

界银行-互满爱越西县生殖健康与艾滋病宣传教育项目的一名艾滋病控制员（以下简称艾控员）。曲木尼姑莫的工作是到书古乡的

每个自然村，进行挨家挨户拜访，为人们普及艾滋病的预防和生殖健康的知识。同时，她也会动员每个人进行艾滋病家庭快速检

测，然后将检测为阳性的案例转介到乡镇卫生院进行复查，并登记进入国家防艾系统。曲木尼姑莫会利用上午和晚上的时间入村家

访，因为下午人们去田里劳作而不在家。 

进入 12 月，由于大凉山的极冷气候与快速检测的血液环境温度要求差距太大，家庭快速检测项目暂停两个月，艾控员的主要

工作转变为进村拜访，组织村民进行面对面的健康教育培训。 

 

曲木尼姑莫的一天： 

一早起来，曲木吃好饭、喂好猪，准备好一系列材料：艾滋

病防控宣传资料，一系列表格，拜访登记册，笔记本等等。 

早上 9 点半，曲木提着材料步行来到离她家 3 公里远的勒

品村村口，与项目主管阿根日呷和工作人员吉子牛子汇合。日呷

和吉子带着互满爱北京办募集来的冬衣，准备此行分发给木苦库

村二组的村民。在村门口，二组的组长帮忙联系的村里的马车也

到了，三人合力把成捆的衣物放上马车便让赶车人带着货先走，

三人步行，距离是山脚到山顶。 

约 11 点，曲木与日呷和吉子步行抵达山顶的木苦库村二

组，这是一个彝族村，与其他村情况差不多，这个村也有很多散

养的家犬，特别凶恶，见到生人就狂吠加撕咬。项目人员一边防

着被狗咬，一边协助运送物资。 

由于马车还没到，三人先对村民进行挨家挨户入户拜访，由

曲木主导。这里也只剩下留守妇女、儿童、老人，全组就这么些

人。 

拜访完成，曲木组织 10 至 20 个妇女为一组，实地进行两

场培训。 

拜访和培训完成后 20 分钟，马车终于抵达。于是三人将货

物卸下，让马车回去，然后召集所有有需要的村民来领取衣物。 

下午三点左右，曲木完成今天的所有工作，三人一起步行下

山。下山的路比上山稍稍容易些。三人四点左右走到书古乡大

街，吃上今天除早餐外的第二顿饭-午饭加晚饭。步行下山和吃

饭过程中，三人讨论总结，今天的经验，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

改进的地方等等。 

下午五点，曲木回到家。她要安排好明天的拜访，联系村领

导，准备相应材料，联系日呷和吉子提供协助等等。明天该拜访

汉区的村子，需要准备的材料是汉语的，她也需要讲汉语而不是

彝语。所有事情安排好，今天的工作才是正式结束。 

做完家务活就到了休息时间，曲木沉沉睡去。

 
 
 

 
 

 

下：曲木尼姑莫为村民分发衣物。 

右：吉子牛子（左一），曲木尼姑莫

（左二）在上山路上给路过的村民发

送艾滋病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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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故事 

跟平常一样我们有来到了马托乡下乡，实地官员带领我们走进去了一户普通农

户家，丈夫出去打工，家中只有一小男孩和女主人，但是我进去就看见一位 30 多岁

的女人在火塘边在煮饭时不时还留意着我们。我们跟往常一样先讲解了艾滋病相关知

识举了很多越西艾滋病人的例子，同时我们动员这家人做 HIV 快速检测这位女主人很

高兴的答应了下来，我们检测完了准备整理东西等待结果的时候哪位在火塘边上的女

子走了出来跟我们讲可不可以也给她做一个快速检测，当时我们也答应下来并且又开

始第二轮的艾滋病知识讲解。据了解这一位的吸毒人员最后没有办法筹到毒资就出去

打工做小姐这样来维持生活。在外面也可能他说了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所以一直躲在火塘边上

没有出来，在房间里面悄悄打听我们的来意。检测结果出来了这三位都没有问题。告知结果

后我们看到这一位女子的笑容是那么的甜，一直跟我们说感谢有那么一个组织来给我们免费

做快速检测，让自己知道个人的状况。也不需要去医院检测免的别人在身后说坏话，以为自

己是艾滋病携带者。一番话以后我一瞬间感受到了项目的成果，可能一些人有抵触感让我们

在工作中有压力，但是我们坚持不懈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项目成果 

 

昆明结核病项目 

 

 

TCE 项目活动在布拖 

 

TCE 项目活动在越西 

 

82426 

32087 

28052 

854 

2824 

535 

 

 

3711 

548 

118 

91 

28 

13 

 

 

10,790 

2802 

200 

86 

76 

72 

 

接受家庭快速检测人数 

妇女自助小组人数 

怀孕妇女拜访 

怀孕妇女检测 

家庭快速检测阳性人数 

动员的怀孕妇女住院分娩并

阻断母婴传播人数 

 
 

拜访人数 

安全套发放数 

培训人数 

培训次数 

动员检测人数 

动员积极分子人数 

 

 

耐多药结核预防知识的面对面培训（人次） 

参加工作场所的结核防治知识的培训的人数 

增强结核病知识的结核病人和家庭成员数 

工作场所的结核防治知识的培训 

已经建立好结核防控计划的工作场所数 

通过自助小组互相帮助的结核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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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项目工作人员阿根日呷

（左一）入户拜访。 



 未来发展 
 
 
 
 
 
 
 
 
 
 
 
 
 
  
 
 

 

 建立社区自身能力，当地组织动员群众从传染病中

解放出来 

 利用经济化的、使受益人群最大化的方式在 20 个县

开展 TCE 项目 

 推广以家庭为基础的自愿咨询和测试，并搭建偏远

地区和卫生中心的桥梁 

 加强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帮助凉山地区达到“3 个

零” 

 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加入积极生活互助小组，在

技术上和经济上支持他们 

 关注艾滋病感染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尤其是当

他们的看护人没有能力的时候 

在未来，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将继续在 

偏远地区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在凉山州的 6-7 

个县以及云南和广西省需要社区动员的一些县。经过

在云南临翔和四川布拖的 TCE 试点项目已经很好的证

明了社会团体安可以补充政府的力量。TCE 项目可以

强壮政府结构，并补充不足。面对面入户拜访体系是

偏远高发地区的基石。TCE 系统为疾病防治中心提供

合格的人力资源，一起干预、扩大覆盖范围并增强影

响，为基层提供艾滋病防治服务。 

TCE 最优方式： 

• 多种干预的群聚效应导致社区的变化 

• 动员每一个人了解他/她自身 HIV 情况 

• 需要社区积极分子对社区有长期影响力 

• 确保当地人员的能力 

• 清晰的体质以及监督评估体系的透明 

• 多方合作 

 

如何支持 

 

支持互满爱乡村健康项目，我们欢迎您： 

 捐赠艾滋病毒快速检测试纸、工具、手套、避孕套、为艾滋病人提供营养品 

 资助一名艾控员一年的工作 

 资助在一年内一个乡镇的艾滋病控制项目 

 支持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支持积极生活小组的工薪阶层的技术培训和小微贷款 

 

如果你愿意支持此项目，请联系  info@hpp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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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可 
 
 
 
 
 
 
 
 
 
 
 
 
 

 

 

 

 
 

 

 

 

  

 

       
 
 
 

 

 

 
 
 

 
 
 

“一小步幸福计划” 

西盟社区营养改善项目 

获得上海美国商会企业社会责任奖 

2014 年 3 月 26 日，由飞利浦中国资助的“一小步幸福计划”西盟社区营养改善

项目获得上海美国商会 2014 年企业社会责任奖的创新实践奖，以表彰该项目通过养

猪买蛋这种创新的方式改善儿童营养，取得了营养不良率降低 50%的良好效果。 

云南信息报发表推广 TCE 模式增强对 HIV 的防控 

2014 年 11 月 29 日，云南信息报采访迈克尔•海尔曼并发表题为“国际志愿者迈克尔•海尔曼为云南防艾提建议：预防艾滋

病，要让人们主动检测”的文章。文章内容分享了互满爱在临翔开展的 HIV 防治工作。 

文章链接: http://www.ynxxb.com/content/2014-11/29/N15488956142 

互满爱镇康县幼儿班学生家长写来感谢信 

2014 年 12 月，互满爱镇康县社区幼儿班学生家长写来感谢信。一封封诚恳的信件

让我们感动和欣慰不已。 

“我们非常欢迎互满爱来到我们

村创办幼儿班，是你们想方设法为

我们组织老师，完善设备，创造条

件，是本村幼儿得到更好的学前教

育。还要感谢老师对工作的热爱，

对每个孩子关爱有加！” 

来自刷布厂村民，李正月 

“感谢互满爱老师对桃子寨的支持，对小

孩的教育。我希望学前班能一直办下去，一直

是互满爱在这里办幼儿班！” 

来自桃子寨村民，杨卫东 

“我的孩子上了幼儿班后懂事了很多，听

话了很多，这是你们对他的帮助。我希望所有

孩子都能上幼儿班。” 

村民，解应回 

新华网采访互满爱驻华代表谈社会创新 

12 月，新华网就社会创新问题采访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迈克尔•海尔曼先生。海

尔曼先生认为：创新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一个工具，是一种态度。 

详情请见：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4-12/05/c_1272791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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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OUR 

PARTNERS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澳门同济慈善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河仁慈善基金会 

 

   

世界银行 

 

家乐福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乡村儿童早期发展专项基金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花旗集团基金会 欧盟中国代表团 

中国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基金项目——中国结核项目 

 

 
独立团体：4 Corners 酒吧， Comedy Club China，吉拉斯莫•马提尔斯先生， 

艾毅双语幼儿园，胡祖红 
中国美国商会 

 

 
 
 

感谢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感谢在 2014 年所有支持帮助我们的组织和

个人的慷慨、热情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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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满爱人与人兄弟组织 
 
 

互满爱人与人波罗的海（立陶宛） 

互满爱人与人东方控股（立陶宛） 

互满爱人与人挪威 

互满爱人与人西班牙 

 
 
 
 

政府合作伙伴和技术支持合作伙伴 
 
 

布拖县艾滋病控制工作委员会 

布拖县疾病控制中心 

布拖县教育局 

布拖县妇幼保健站 

布拖县卫生局 

布拖县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丰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昆明市官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市疾病控制中心 

凉山州艾滋病控制局 

凉山州教育局 

凉山州外事办公室 

凉山州妇女联合会 

临沧市教育局 

临沧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龙陵县教育局 

龙陵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普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四川省师范大学 

重庆市万州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武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盟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西山区疾病控制中心 

越西县艾滋病控制工作委员会 

越西县疾病控制中心 

越西县妇幼保健院 

越西县卫生局 

越西县妇女联合会 

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农业大学 

云南省疾病控制中心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教育基金会 

云南省外事办公室 

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外资扶

贫项目管理中心 

镇康县教育局 

镇康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网络 
 
 

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项目中国国家协调委员会 

农村学前教育平台 

花旗银行 NGO 合作伙伴平台 

 

 
 

注：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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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2014 年 

 

总收入及来源 

 RMB 11,977,589  

(US$ 1,992,645) 

 
 
 
 
 
 
 
 
 
 
 
 
 

资金使用与分配 

 
 
 
 

政府/机构 

19% 
 

基金会 

11% 
 

企业 

44% 
 

互满爱兄弟组织 

26% 
 

18% 

 

29% 

 

29% 

 

24% 

 

健康项目 

农村学前教育项目 

农村发展（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农村发展（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32 



我们相信贫困问题是可以通过协调和社

区合作的方法解决的，结合教育、成人识

字、改善民生、改善生产、健康和卫生,妇女

的权力和环境保护。 

互满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深入社区内工

作，从个人到集体，强化社区成员的合作能

力。32 个独立国家发展援助组织是“互满爱人

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的成员。 

互满爱在 45 个国家活动： 

目前有 835 个项目正在进行中 

在全球有 10000 名雇员，主要在发展中

国家和农村地区 

200000 名志愿者参与了社区活动 

2013 年通过发展项目影响了 1300 万人 

1850 万人进行了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咨询

并接受动员 

27600 名技术娴熟的小学老师获得政府

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其中 85%的老师在农

村地区任教。 

 

 

互满爱人与人是一个项目足迹

遍布全球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欧

洲，非洲，亚洲和美洲从事国际发

展与合作。 

互满爱人与人是 1970 年代从

欧洲和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成

长起来的。之后整个组织继续发

展，坚持着与穷人肩并肩地奋斗这

个承诺，支持人们做出改变，改善

生活和解决问题。我们将克服贫困

和确保人类发展看作一个整体的过

程，这包括许许多多的人，孩子，

父母，老师，农民，健康工作者，

积极的社区成员，当地的领导者，

国家政府，还有国际合作伙伴。 

互满爱支持成员组织，提供包

括项目发展，员工培训，财务规划

的服务。互满爱在瑞士注册，总部

设在非洲津巴布韦。 

 

 

45 
国家  

 

10000 
员工 

835 
项目  

 

200000 
志愿者  

 

130 万 
影响 

27600 
教师 

1850 万 
接受了 HIV/ADIS 

咨询和动员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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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A 
PEOPLE TO PEOPLE 

CHINA 
WITH THE POOR 
FOR THE POOR 

 

欢迎联系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You are welcome to  
contact Humana People to People China: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www.hppchina.org.cn   

Email：info@hppchina.org.cn 

昆明办公室 Kunming Office：  

中国项目服务中心 Project Service Center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环城北路 

16 号水晶俊园 B 座 707 室 

Address: Room 707, Building B, 16 Huancheng North Road 
 “Shuijing Junyuan” Community, 

 Panlong District, Kunming City, Yunnan Province, China  

电话 TEL：0871 6516 9035 

 
 

北京办公室 Beijing Office：  

中国合作开发中心 National Partnership Tea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戊 2 号国际港 D 座 1201 

Address: Room 1201, Building D,  
2(Wu) North 3

rd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电话 TEL：010 6468 2315 

 

官方微信：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官方微博：weibo.com/hppchina 

优酷视频：u.youku.com/hpppartn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