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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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8 月 12 日，互满爱开始了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合作之旅。回顾这十

余年，我们相互了解、学习、行动，帮助许多农村社区提升自身能力，这一切离不开大家的全力支持和辛

勤工作！

在云南、重庆和四川，成千上万的村民有了长期或短期的机会参与自己社区的活动，如疟疾控制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农民互助小组或者成为艾滋病防控积极分子，通过学习、行动，他们成为家长互助小组成员、

幼儿班辅导员、农民互助小组成员、农业指导员、农村合作社成员、村民行动小组成员、村民协调员、感

染者互助小组成员或者艾控员。社区团结力量，通过帮助他人，最终帮助自己这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理念。

从 2007 年 1 月启动云南项目到 2010 年 1 月启动四川项目，再到 2011 年 1 月启动重庆项目，从

2007 年 1 月启动农村健康项目到 2008 年 7 月启动农村发展项目，再到 2009 年 1 月启动农村学前幼儿班

项目，从 2007 年 1 月开始和县扶贫办合作到 2010 年 1 月和县妇联合作，再到 2012 年 9 月和县教育局合作，

我们的农村工作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全面的发展。

2015 年 7 月 30 日，互满爱在昆明举办了“十周年”庆典，邀请了合作伙伴和互满爱员工共同庆祝。

我们期待能够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成为项目管理人员参与到基

层公益事业。

2015 年，启动了四个新项目启动：寻甸农民互助小组项目、卡瓦格博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西盟未

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越西社区发展项目，同时，丰都农民互助小组项目和西盟社区发展项目顺利结束，成

功完成预期目标。

未来 5 年，互满爱的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地与每个贫困家庭一起肩并肩开展扶贫工作，让更多的农村

孩子能够上幼儿班，让更多农村幼儿班老师得到培训，动员整个社区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控。

诚挚感谢所有合作伙伴、志愿者、工作人员和所有为项目作出贡献的人们。

我们的工作正如荀子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迈克尔·海尔曼

         互满爱人与人驻华代表

驻华代表寄语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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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致力于为弱势群体创造更

好的发展机会，通过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

与需要帮助的人们手挽手肩并肩一起为更加美好

的明天而奋斗。

我们的发展工作扎根社区，集合穷人一同奋

斗，支持人们做出改变，提高生计，解决他们自

己面临的问题。

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

通过传递知识与技能为贫困社区和弱势群体

提供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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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贫穷可以战胜，我们将通过与贫困

人民协同合作，以教育推进社区发展，提高生产，

改善健康和卫生，提升妇女地位，践行环境保护

等方法来战胜贫困。

我们的宗旨和理念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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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们隶属于“互满

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组织于2005年来到中国，

2005 年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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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云南省互满爱

人与人组织合作项目办公室”。

2010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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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互满爱

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办公室”。

目前我们主要在三个省份开展项目：云南，

四川和重庆。分别从‘农村可持续性产业扶贫、

社区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未来希望幼儿班’

以及‘传染病全面控制’三大领域开展综合的扶

贫发展工作。自 2007 年开展项目以来，受惠人

口已超过 315 万。

除了昆明和北京两个常设办公室，我们的项

目主管们与项目外展人员一同工作和生活在项目

地。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我们帮助农户发

挥自己的潜能，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给农户提

供相应的发展方法和机会，践行团结的人道主义

精神。

关于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我们的工作地域和团队

重庆市

个

个

次

次

名

常驻员工

项目地外展员

项目合同

项目拜访

研讨会

四川省

云南省

我们的项目实施团队
◆ 3 个社区发展项目

◆ 3 个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 6 个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 2 个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总计 14 个项目

38 名项目工作人员和 132 名社区外展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幼儿班老师都住在项目村和乡镇

我们的支持团队
◆ 中国项目服务中心 ( 昆明 )

幼儿教育部 \ 三农发展部 \ 健康教育部 \ 项目拓展部 \ 捐资管理部 (9 名员工 )

◆ 中国财务服务中心 ( 昆明 )

财务计划部 \ 人事法务部 \ 财务审计部 \ 行政部 (7 名员工 )

◆  中国合作开发中心 ( 北京 )

合作筹资部 \ 客户管理部 \ 宣传部 (8 名员工 )

57

132

28

5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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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镇康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

四川省
凉山州布拖县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重庆市
丰都县
农民互助小组

重庆市
武隆县
农民互助小组

四川省
凉山州越西县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云南省
迪庆州
未来希望幼儿班

云南省
寻甸县
农民互助小组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农村发展项目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云南省
西盟县

社区儿童营养健康项目

四川省
布拖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

云南省
龙陵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

四川省
凉山州布拖县
社区发展项目

云南省
鹤庆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

云南省
西盟县

未来希望幼儿班

2015 工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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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识别

四川省
凉山州布拖县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2015 年大事记

2015
2015 年，互满爱启动 4 个新项目

蓝月亮 - 互满爱寻甸“气候智能型农
业”碳减排项目正式启动；

由黄奕聪慈善基金会资助的云南西盟
“小太阳”幼儿班项目正式启动；

由百特医疗旗下独立慈善机构—百特国
际基金会资助的“凉山彝族儿童卫生健
康项目”正式启动。

由瑞士银行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卡瓦格博
计划——云南少数民族儿童早期养育与
发展项目子项目—农村社区幼儿班在云
南省鹤庆县、香格里拉县、德钦县启动；

1 月

6 月 10 月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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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互满爱圆满结束的项目：

互满爱十周年
2015 年是互满爱在华开展工作十周年。7 月 30 日来自
互满爱，云南扶贫办以及各项目合作伙伴代表一百多位
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

家乐福 - 互满爱重庆丰都农
村社会发展扶贫项目于 10
月圆满结项；

西盟县“一小步幸福计划”
飞利浦 - 互满爱社区营养项
目于 12 月顺利结项。

项目管理能力建设
2015 年，我们举办 9 期旨在提升项目管理能力的季度
会议，其中 POF 项目 4 期，TCE 项目 2 期，RD 项目 3 期。

友谊之桥——从艾毅幼儿园到互满爱龙陵
幼儿班
北京艾毅双语幼儿园的各国小朋友们，将收集的衣

服 190 件、裤子 120 条、帽子 39 顶、围脖 20 条、

手套 20 副、鞋子 10 双、玩具 354 件、文具 50 件，

新书 364 本，以及自己利用手工课时间制作的新年

贺卡和手绘画作送给了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资助的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幼儿班的小朋友们。

“校舍翻修需要您”项目完美结项：
在镇康的互满爱“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的幼儿班

有 70% 以上都是利用撤并的校舍。大部分校舍在撤

点并校后已闲置多年，一些基本配套设施，如供水、

厕所等跟不上。因为项目资金有限，我们在 2015 年

4 月份向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申请，使用

其网络筹款平台，在腾讯乐捐上发起了网络众筹“校

舍翻修需要您”项目，为需要修复教室等设施的 12

个幼儿班筹集资金。短短 2 个月的时间筹齐了所需

善款，共计 151600 元。在项目工作人员、家长和

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翻修，翻修后的幼儿班

焕然一新。

2 月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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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总结会召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曹洪民在
讲话中指出，“拜耳——中国农村发展项目”通过三年的建设，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项目建设成效突出，取得了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万州区扶贫办全面
汇报了实施项目的情况。随后，拜耳集团大中国区总裁、拜耳（中国）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丽仙女士致辞，并代表拜耳集团向万州区扶贫办赠送了办公设备。

云南省教育厅外资贷款办公室组织了当地 23 方教
育局、高校的工作人员和专业人士，到镇康县互满
爱幼儿班项目点进行考察

TCE 越西项目（项目全称：世界银行 - 互满爱越
西县生殖健康与艾滋病宣传教育项目）的总结会在
越西县团委会议室展开，总结和分享了项目这一年
的情况。

7 月
7-10 日

8 月
4 日

6 月
17日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理事、监事及慈善大使一行到云
南省龙陵县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深入探访。重点考察
了互满爱人与人以及四川海惠助贫服务中心（国际
小母牛中国办）在蛮旦村、汉弄村以及石洞河村落
地的项目情况。

布拖 TCE 项目资助方欧洲联盟驻中国及蒙古国代
表团组织了为期五天的项目评估活动，顾问团表扬
了项目的进展，同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布拖县县长卢史体到访幼儿班，与项目工作人员和
老师交流了幼儿班的日常工作和详细情况。

9 月
9 日

9 月
21 日

10 月
13-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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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满爱幼儿班项目各个项目点的幼儿班老师代表赴昆明参加了
由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资助、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主办的
《2015 年乡村幼儿班教育质量提升联合项目培训会》。

世界银行云南学前教育项目团队领导拜访了互满
爱香格里拉的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为了解和学习
以社区为基础的学前教育。

四川省电视台来到布拖县采访了正在采用“互满爱
未来希望幼儿班”模式的波浪村幼儿班。互满爱在
布拖县开展的 21 个幼儿班已经被凉山州纳入了“一
村一幼”政策的系统中，目前已经全部配备了幼儿
班所需的全新设施，如桌椅、电视、教具、玩具等。

12 月
13-15日

12 月
25-26日

12 月初

未来希望幼儿班
Preschools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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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理念：
未来希望幼儿班 (Preschool of the Future，

简称“POF”）是为了防止贫穷儿童成长为贫穷

成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深入社区的公益教育项目，

目的是为少数民族贫困儿童创造更为公平的教育

平台。减少代际贫困的传递。项目关注政府及其

他机构未能覆盖的边远农村的早期儿童教育，利

用现有资源（闲置教室、培训当地村民成为幼儿

班老师和现有教学材料）为更多农村儿童提供学

前教育机会。

项目也注重儿童健康营养问题。项目为儿童

提供日常营养加餐。

项目的可持续性在于培养社区的能力。包括

培养农村当地社区幼儿教师，以及培养村民参与

社区事务的能力。

项目集中照顾社区小孩有助于“解放”妇女

的劳动时间，有助于有适龄儿童的妇女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参与家庭经济建设活动，从而帮助少

数民族贫困社区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的目标。

项目方法：
1. 地点：幼儿班均设立在边远贫困地区的自

然村，当地儿童无须长途跋涉即可享受到学前教

育。

2. 混龄班级：3-6 岁的儿童组成的混龄班制

3. 教室：利用村庄闲置小学校舍、活动室、

文化室或图书馆等，重新利用并装修成儿童活动

场所。项目配备基础教学设施和材料。

4. 家长参与：成立家长委员会，并组织家长

委员会和老师对幼儿家长进行培训，包括儿童早

期发展，卫生知识，营养和健康知识，国家政策

和权益。

5. 双语教学：互满爱工作的地方大多是少数

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所以授课语言为本民族语

言和普通话。

6. 本地教师：由本地社区家长委员会推选；

需具备至少初中学历（9 年）；互满爱项目对其进

行 3-5 年的支持和培训

7. 社区主导的组织：幼儿班的运作和重大决

策均有社区参与，这种模式尤其受到当地社区欢

迎。

8. 管理与支持：常驻当地的项目团队，一个

项目主管督导、评估和指导 10 个社区幼儿班教师

9. 教材开发：不断整理项目实地经验，结合

政府相关教材，开发中国农村儿童早期教育材料，

并对已开发教材进行完善。

项目结构

20-30 个
学生

250-300 个学生

40 个幼儿班
800-1200 个学生

村级 1 个幼儿班

乡镇级 10 个幼儿班

县级 40 个幼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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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项目活动

项目运行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2015年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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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澳门同
济慈善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上海联
劝公益基金会、德之馨（上海）有限公
司、中国扶贫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四感

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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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
劝公益基金会

滇西南乡村幼儿园计划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 (14)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西盟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 (5)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卡瓦格博计划
云南省德钦县、香格里拉县、
鹤庆县 (22)

瑞士银行慈善基金会、儿童乐益会（中
国）、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我们在 7 个县共支持 95 个农村社区幼儿班，入

园儿童有 2,036 人，从 2008 至 2015 年累计入园儿

童达 8,088 人。

幼儿班项目中总共 96 名农村社区幼儿老师，他

们都是社区本地人，平均年龄 27.6 岁。81% 是女性，

19% 是男性；其中有 44 人拥有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

水平；40 人有高中文化水平或是中专教育水平，10

人有大专文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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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6 名 3-6 岁儿童（在布拖，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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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农村社区幼儿教师

本地社区的参与

2015 年，项目为教师们共提供了 2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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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培训

90 小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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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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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49 位新教师接

受了入职前培训，总计 8,016 小时；103 位教师接

受月度培训以及学期培训，共计 12,276 小时。

我们为所有老师提供一年的教师培训试点计

划，确定培训科目，主题和教学语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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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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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5 年，项目服务中心完成了 50 次的拜

访和监督，培训当地项目官员，拜访当地相关政府

官员。

95 个幼儿班都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接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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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的支付（幼儿班的运行也由家长承担一部分费

用，承担费用多少，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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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培训。2015 年，共举办家长培训 394 次，

家长委员会培训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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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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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家长对

幼儿班项目的意见反馈系统，长可以观察到孩子们在幼儿班的进步和各种活动进展，更好地支持幼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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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新变化

项目扩大覆盖

2015 年 9 月，凉山州委和州政府决定实施“一村一幼”

新农村幼儿教育政策，目的是确保 100% 彝族孩子入园。

11 月，互满爱布拖的 21 个幼儿班加入到了新政策的幼儿

班中。互满爱开始了一种新的教育支持模式，将通过帮助

当地教育局培训、督导和管理新的由教育局选拔的当地幼

儿园辅导员来支持新的教育政策实施。我们期待 2016 年春

季新的合作模式及合约。

2015 年，互满爱为更多孩子创造了接受幼儿教育的机

会——幼儿班数量增加了 48%——从年初的 64 个增加到了

年底的 95 个。幼儿班项目拓展到云南省的一个新县：普洱

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互满爱与西盟县教育局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

2015 年，共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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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地球日”（4

月 22 日）活动，家长与孩子互助，

一起完成一项环保活动。

5 次

大型活动

48%
开班率

未来发展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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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个班扩大到 150

个班，为更多贫困儿创造开

发他们才能和潜力的机会。

● 继续致力于提高幼儿班教师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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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继续动员更多社会组织一起致力于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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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孩

大寨幼儿班的鲁老师，今年 45 岁了，家里的孩子都外出打工或读书去了，只有鲁老师一人留在家里。

2015 年，鲁老师被村民推选为社区幼儿班教师，目前已经教学一学期了。

刚开始的时候，鲁老师在管理小孩子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孩子们又是第一次上学，对班级感到很陌生，

所以每天孩子来学校都哭哭闹闹，连正常上课都很困难。但鲁老师没有放弃，她把自己当成一个“老小孩”

去和孩子们玩，非常耐心地一点点融入和引导小孩子。她也尝试摸索各种有趣的教学方式，学习一些故事、

儿歌和游戏。好多次项目经理给她打电话总会听她说在学习幼儿教育的书籍或者学习弹电子琴。通过这样

不断的自学，鲁老师丰富了她的教学内容和技巧；她有趣的授课方法增加了孩子们学习的趣味性，让孩子

们在快乐的游戏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培养了他们的品格。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校生活，孩子们的改变很大，懂事了，也喜欢上了幼儿班生活，学会了和小伙伴相

处。鲁老师自己说，在当幼儿班教师的这段时间里，自己不觉得孤独了，幼儿班就像一个热闹的家庭，和

小孩子们相处，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性格也变得活跃了。 

                

        作者：李芹 (POF 镇康 3 组项目主管）

项目故事

农村发展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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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开展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出发点是与贫困

人群团结在一起。

这是我们基本的人生观 – 人人平等，我们作

为一个整体生活在地球上。

这个观点在中国由来已久 - 儒家学者孟子（公

元前 371-289）说：

“人皆有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

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2. 互满爱与穷人一起肩并肩与贫困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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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贫困人群是脱贫行动中的主体

贫困人群是活生生的，主动的，是大家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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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目前约有 5 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个数字无助于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穷人，

他在身体、心灵和精神上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贫困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术语，它将贫困人

群从主体变为了客体。

4. 帮助人们逃离贫困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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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共同对抗贫困获得以下技能：

1） 管理能力

包括社区组织能力、内部和外部协调能力、公

众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社区组织的能力和社区可

持续发展的动员能力。

2） 经济增长能力

在社区内对贫困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市场、科技、

信息传送的可获得性；获取信息的能力；组织规模

生产的能力，管理生产过程和控制生产质量的能力。

3） 关心集体能力

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贫困社区及其小组产生

及分配利益的能力、以及改善物质生活、和社区福

利支持的能力、还有弱势群体保护，社区基层的社

区和经济的交互能力、自我组织社区服务和供应能

力和自我组织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能力。 

4）环保行动能力

贫困社区可持续地运用自然资源的能力、改善

社区卫生环境的能力和应对自然灾害和其他风险的

能力。

5） 文化和学习能力

反应社区文化的能力、社区学习能力和传承和

发展当地习俗的能力等。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经济、社会、生态文明三位一体建设反贫困案例
HPP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模式

项目理念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是基于推动农民自己采取行动，以改善他们的农业生产方法和生计。

该项目把他们聚集在小组里，他们互相学习，分享信息和经验，共同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项目的基本理念是由 50 个农民组成一个互助小组，项目组织小组成员学习现代化但简单的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种养殖方法，并培训他们如何运用它们。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是以当地条件、人们的偏好和能力等为基础，始终基于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兴趣。

项目致力于将一个区域内的农民组织在一起，联合他们的力量、想法和资源，从而深化每一位农民的

农业生产。同时，农民互助小组项目也致力于提高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增加他们的财富。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

1. 建立可以便于农民一起劳动和共同处理问题的系统

2. 增加农民财富

3. 改善土地管理和农业生产的环境可持续性

4. 改善农民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经济

5. 确保农民可以有足够且安全的饮用水和有效地利用

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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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互助小组项目围绕三种重要干预方法组建：

·增长知识：提供培训、演示和扩展知识。

·促进合作：组建互助小组和合作社，进行经验及资源共享。

·提高收入：提供若干小型资产补贴和牲畜养殖补贴。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互满爱人与人也开始关注农业发展过程中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经过对

过往国际先进经验的总结和学习，互满爱人与人在农民互助小组的基础上战略性的发展出农民绿色行动小

组，用于开展由社区主导的“气候智能型农业”项目。基本干预方法与农民互助小组一致，但项目在“气

候智能型农业”方面所发展出的侧重工作策略为：

· 遵守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农业工作方法

· 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

· 综合提高土壤养分和有机含量

项目方法：

项目结构：

2 名互满爱项目经理

1 名农业指导员

5 个农民互助
小组 ×50 户 ,
总 250 个农户

5 个农民互助
小组 ×50 户 ,
总 250 个农户

5 个农民互助
小组 ×50 户 ,
总 250 个农户

5 个农民互助
小组 ×50 户 ,
总 250 个农户

1 名农业指导员 1 名农业指导员 1 名农业指导员

互满爱人与人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模式

项目理念：

项目方法：

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紧随国家和当地的发展规

划，旨在和当地人一起摆脱贫困，发展个人、家

庭和社区的潜能。项目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提高

当地人的生活水平，比如增产增收、有效地管理

自然资源，改善健康和教育等。项目组织社区里

的人们共同实现粮食保障、饮用水安全、改善医

疗卫生、解决儿童营养的问题、引入新经济作物、

拓展社区服务等。

社区发展离不开村民的发展。项目将村民组

织起来，成立村民行动小组。村民行动小组的能

力形成将有助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项目还将运

用社区发展工具帮助人们从了解问题、计划行动

到一步步的实施计划。

1 引进新经济作物，并进行推广，帮助社区

增加收入，帮助缺乏资金的农户发展产业。

2 组织宣传和综合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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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高农村儿童健康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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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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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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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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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结构：

2 名互满爱项目经理

1 村民行动小组
协调员

1 村民行动小组
协调员

1 村民行动小组
协调员

1 村民行动小组
协调员

15 个农民互行动
小组 ×25 户
总 375 农户

15 个农民互行动
小组 ×25 户
总 375 农户

15 个农民互行动
小组 ×25 户
总 375 农户

15 个农民互行动
小组 ×25 户
总 375 农户

2015 年项目活动 :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2015年主要开展的农村发展项目如下：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今年已经在三个项目与 60 个农民互助小组（”FC”）合作，共覆盖了 68 个自然

村 2434 户。农民互助小组成员已经接受了创新耕作方法、使用有机肥料的好处以及如何在示范领域测试

新品种的农作物和种植方法的培训；微型和小型企业预算、年度规划、市场营销、产品销售和监测和评估

的培训。为了发掘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途径，建立了试点项目和示范场。互助小组的成员们分享经验、参观

示范地，一起前往农业科技站学习。

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Farmers’ Clubs- FC

丰都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重庆市丰都县 家乐福基金会

武隆县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重庆市武隆县 花旗集团基金会

寻甸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 蓝月亮基金

社区发展项目
Community
Development-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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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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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大使馆

凉山彝族儿童卫生健康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 百特国际基金会

21 个丰都农民互助小组的 1000 户农户的核桃、辣椒、水稻、玉米、马铃薯、猪和山羊的产量增加了，成立了

核桃、蔬菜和综合发展 3 个合作社，与 2011 的基线相比，年收入增加了 53%。项目组织了 99 场培训（农业

生产培训、干果培训、农业可持续发展培训、畜牧业培训、家庭经济规划、直接采购培训、健康和营养培训）。

项目向 555 个农民播映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19 人参加了计算机技能培训。农业指导员实地拜访农户，给予指

导共 1414 小时。项目主任和项目官员实地拜访村民，给予指导共 184 小时。

武隆农民互助小组项目覆盖 1071 户农户（在浩口乡成立了 29 个农民互助小组），建立了 3 个社区发展基金，

提高了水稻、玉米、马铃薯、红薯、烤烟、茶叶、杨梅、金银花、山羊，牛和土鸡的产量，与 2013 年的基线调

查相比，年收入增加了 32%。30 个社区企业家通过特殊贷款得到支持，为示范企业提供了额外的生产和财务管

理、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培训和实地督导。成果包括收入和技能提高、同时成为其他邻居的榜样或引导。项目

组织了 805 场培训，内容涉及 27 种课程，共 18381 个村民参加。组织了 244 场农民互助小组会议和培训，共

14040 人参与。举行了 372 场农民互助小组委员会会议。在包鸾镇，为 21 个农民互助小组的 1000 户农户举

办了 7 场讲座，有 3253 人参加。实地拜访农户 8309 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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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织了 93 场培训会，共 2624 人参与。实地拜访和指导农民 2689 小时。举行了 32 次农民互

助小组委员会会议。

10 个寻甸农民互助小组 363 户农户种植了稻米、玉米、蚕豆、马铃薯和绿肥（苕子）等。水稻强化栽培技术比

传统种植每亩产量增加了 28%；蚕豆产量增加了 29%。8 种改善环境的方法（包括水稻强化栽培技术、玉米和

豆类间作，蚕豆种植、轮作、免耕种植、太阳能杀虫灯和绿肥种植（苕子），稻田尾水处理技术）进行了试点，

碳平衡减少了相当于 1200 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2624 人

参与
2689 小时

指导
32 次

委员会会议
93 场

培训会

2015 年
农业发展项目在寻甸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领域
——“气候智能型农业”

开展气候智能型农业的必要性

农 业 碳 排 放 占 全 球 温 室 气 体 总 排 放 量 的

14%，对导致全球变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不仅因

为农业生产会释放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

室气体，而且农业投资也可能成为森林砍伐的一个

主要驱动因素。农业对土地利用方式和碳存储有一

定影响，因此，农业影响着气候变化，反之，气候

变化也严重影响着农业发展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关

系。农民在减少农业碳排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学习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以改善当地生态系统，提高食品安全。综合上述因

素发展农业生产就是气候智能型农业 1。

在巴黎召开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讲到，每年增加全球土壤碳含量 0.4% 可以抵消全

球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因此农业可以在人

类对抗气候变化方面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的耕地面积约 1.2 亿公顷，每年由农业产

生的碳排放量高达 6.64 亿吨 2。在这个惊人的数字

背后我们需要意识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农业碳排放

是合成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而导致的。中国的单

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比全球平均用量高出 2.5 倍 3，

加剧了水质、土质和空气质量的恶化。假如中国农

民氮肥使用量减少 20%-30%，每年相应减少的二

氧化碳当量可达 100 MtCO2e4（100 公吨）。

贫穷的小型农户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

体之一。云南有八分之一的人口（6 百万）生活在

国家贫困线下（人均年收入 2300 元，即每天 1 美

元）。气候变化加剧了气候的不稳定性，导致极端

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对粮食供应和民生带来破

坏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削弱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因此，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与贫困相互关联。气候智

能型农业是一种能够带来多种效益的解决可持续生

计问题的方案。

2 年的寻甸农民互助小组项目“气候智能型农

业”试点工作的 3 个目标：

1. 减少由农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

2. 增加农作物的碳储存能力

3. 增加土壤的碳储存能力

在项目的第一年，互满爱人与人中国与各部门、

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在寻甸县河口镇的小街村、

糯基村 2 个村开展了 7 个活动。

活动 成果

采用水稻强化栽
培技术种植水稻

124.5 亩水稻采用 SRI 种植方
式

玉米与豆类间作
六月起，95 亩耕地采用玉米
与豆类间种

种植蚕豆 十月，种植了 112 亩蚕豆

作物轮作
在整个项目期间农户采用了作
物轮作的耕种方式

免耕
十二月，作为试点种植了 2 亩
免耕土豆

太阳能杀虫灯 七月安装了 4 盏太阳能杀虫灯

绿肥（种苕子） 在十月，种植了 1114 亩苕子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气候智能型农业资料书（2013）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2010 年发布的数据
  http://faostat3.fao.org/faostat-gateway/go/to/download/G1/GT/E
3 中国日报，滥用化学品威胁粮食产量（2011）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1-07/18/content_12920089.htm
4 http://ccafs.cgiar.org/bigfacts2014/#theme=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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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活动大约提高了相当于 1200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碳平衡，另外，

由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清洁中心测量和验证，水稻种植中甲烷和肥

料的减排量相当于 76.8 吨甲烷的排放量。

水稻强化栽培、玉米和豆类间作和豌豆绿肥种植技术都已被农户采用。

这些方法一开始对于村民是全新的，所以会有些怀疑，但后来逐渐理解并

接受了。这些技术对于村民的直接效益是更好的植株和更高的产量，长期

的益处是由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所带来的优质的土壤。

我们期待在 2015 年
宣传云南的“气候智
能型农业”活动的知
识和理解。

2015 社区发展项目：

2015 年，项目继续为班弄小学的 200 个在

校的学生提供营养早餐，同时尝试提高猪场的收

益。2015 年，仔猪价格是每头 396 元左右，但与

2011 年项目开始预期的每头 500 元仍有相当大差

距。项目尝试其他的盈利方法，如委托母猪养殖

户共同养殖仔猪，也试图把仔猪养成成年猪后出

售，但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保证 2016 年能够盈利。

因此，经过仔细考虑，项目决定关闭养猪场，利

用资产销售收益为孩子们提供另外 2 年的早餐。

尽管通过养猪创收的想法失败了，但项目总

体实现了它的目标：

● 4 年中，所有班弄小学的 200 多名学生每

天都有一个鸡蛋和豆浆的营养早餐；

● 营 养 不 良 的 学 生 比 例 已 从 79% 下 降 到

11.7%；

● 举办了 51 场有关健康、营养和卫生的培训，

14.51% 的教师、40% 的家长和 50% 的儿童的营

养相关知识增强了；

● 4 个学生俱乐部，开展了 24 场俱乐部活动，

目前仍在运行；另外，509 个家庭已经学会了如何

种植大豆；

● 项目举行了 9 场养猪培训；

● 学校现在有近 300 平方米的生产设施，可

用于今后各种牲畜养殖；

● 水渠不仅可用于养猪场排水，还可用于水

位较低耕地的排水；

● 飞利浦获得了由美国商会颁发的“2014 年

度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奖”，原因是飞利浦把战略

性的想法加入到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设计中，实

现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一小步幸福计划”社区营养干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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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农村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综合发展项目

社区农村地区儿童营养健康综合发展项目针对中国贫

困农村地区儿童的营养健康问题，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综

合能力发展试点项目，改善儿童生长条件和环境。项目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拖觉镇为实施地，周期为 12

个月。该项目在当地社区建立村民行动小组通过对社区村

民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改善社区卫生设施，进而改善农村

地区儿童的生活环境。2015 年项目产出如下：

·建立了由 200 个农户参与的 7 个村民行动小组；

·在 3 个村庄举办了 32 场有关儿童发展营养、教育、

健康和卫生的月度培训，覆盖 698 个农户；

·80 农户种菜以改善孩子的饮食营养；

·120 农户养鸡下蛋以提高孩子的饮食营养；

·6 次改善卫生和健康的大型村庄行动；

·修缮了 3 所学校的厕所；

·修缮了 3 所学校的洗手池；

·修缮了 1 所学校的太阳能浴室；

社区主导的凉山彝族儿童卫生健康项目
( 项目始于 2015.10.10) 

社区主导的凉山彝族儿童卫生健康项目，

为期 2 年，覆盖 2 个乡镇的 4 个行政村，覆盖

1,200 儿童营养和卫生。项目旨在通过社区能

力建设、儿童体检、特殊疾病转介、家庭菜园

建立及小规模蛋鸡养殖等途径来改善本社区儿

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同时，我们希望能够提高

社区在健康、营养和卫生等各方面的理解和意

识，从而为孩子的成长建立一个好的环境。

10-12 月的重要活动 : 1. 办公室租赁及设

备采购 ; 2. 项目区基本数据收集和选点 ; 3. 项

目点实地走访 ; 4. 项目基线调查准备 ; 5. 项目

主管能力建设。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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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资和服务等方

式支持农村贫困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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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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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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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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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杠坪村村民的故事

——种辣椒

青杠坪村是丰都家乐福 - 互满爱“重庆丰都农村社会发展扶贫项目”的项目村之一。

刘家树，青杠坪村人，女，64 岁。丈夫去世 20 多年，儿孙都已搬到城里生活，刘家树则因为不适应

城里的生活，目前还一个人留在村里，靠种庄稼维持生活。

以前她自己会种点玉米，喂几头猪和鸡鸭来维持生活。由于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了，这几年明显

感觉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盘玉米出去卖的时候，更是累得难以支持。每年玉米种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

从去年村里推广种植辣椒，一年可以卖个一千块钱左右，比以往种庄稼的收入要好的多。今年她也种

了 7 分地，已经卖了 4 茬，今年大概也能卖到 1 千块左右。每次收来的辣椒她都要把坏的、蔫的挑选出来，

只留好的，这样才能让来买辣椒的人年年都来买。那些蔫的没有办法卖给厂商的，她会把它们晾干，再把

它们卖给丰都的饭馆，也是一小笔收入。

种辣椒要比种其它作物要划算，同一块地种辣椒的收入是玉米的两倍以上，而且厂方还会来村里收购，

能实实在在卖出钱来。现在光靠卖辣椒就能解决她的生活费，而且手头还有剩余。她希望来年继续种辣椒，

但种植方式要有些改进。

孙廷中和刘家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一个人在家，也是种了七分地。但是由于施肥不当，存在烧苗现

象，今年辣椒的收成不是很好。他说：“辣椒种植的关键首先是苗子要好，如果苗子育的不好，辣椒收成

肯定也不好。而且栽种时，最好是在辣椒苗叶色稍微泛白的时候栽种，这样苗的成活率高，长势也好”这

些都是他这两年种植辣椒摸索出的经验，“总的来说种辣椒不怎么费力，现在这个年纪还可以做，比起种

玉米要轻松很多。虽然今年不是很成功，但是来年还要继续种。”

项目故事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Total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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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理念：

项目方法：

TCE – 传染病全面控制，是互满爱人与人国

际组织创立的一个发动全体群众抗击艾滋病的战

略，让人们在个体生活、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

一起预防艾滋病。

TCE 理念基于“只有人们自己才能把自己从

艾滋病中解救出来”。战胜艾滋病的关键在于对

全民的宣传健康教育，促进他们改变自身的态度

和行为。项目通过招募和培训每个村的艾滋病控

制员进村入户的家庭拜访和面对面健康教育和自

愿咨询检测，来动员社区主动发现和预防艾滋病。

1 入户拜访，一对一面对面讲授健康知识

艾控员要进村入户每家每户进行面对的宣传教育，每次覆盖一户人家 2-5 人。拜访的过程，通过轻

松的聊天方式为当地村民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还包括叶酸的好处、住院分娩的优势与政

策、性病等其他传染病的知识，正确使用安全套，国家有关艾滋病的政策和支持等。项目还安排第二和第

三次拜访，内容同上但更丰富更深入，从客观事实到主观个人行为。

2 家庭快速检测

3 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培训

·普通村民培训：介绍艾滋病的基本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认识高危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指导

·感染者同伴教育培训：重点是药物依从性督导，感染者日常生活护理须知和同伴间积极的心理支持

为主

·妇女和妇女自助小组培训：重点强调生殖健康知识，艾滋预防知识与孕婴相关知识

4 学校宣传教育活动

采用互动教学法，将防艾滋病常识融入故事与游戏活动中为在校学生提供对艾滋病的正确认识以及基

本预防常识。

项目结构：

1个 TCE 地区单元

10万人 , 3年 33个项目点

33 个

艾控员

拜访3,000人 / 艾控员

宣传知识 入户登记
检测前
咨询

检测
并登记

查看结果
或转介

回收检测
用品

检测后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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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项目活动

“布拖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开始于 2014 年 1

月 1 日 , 由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和互满爱人与人波罗的

海共同资助，支持布拖县彝族（中国艾滋病高发区）

进行艾滋病预防和干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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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在 42 个月的项目周期中为 100，000 人提供帮助。

立陶宛的互满爱人与人波罗的海为项目的领导机构，

为项目管理办公室提供技术援助。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底，项目管理办公室已经为 92189 名村民进行登

记、拜访和面对面教育，动员了 970 人成为积极分子，

开展了 48262 人次的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培训，并通过

896 次拜访对艾滋病患者家庭提供了关怀和支持。

由于健康教育的积极影响和为帮助更多怀孕妇女

进行母婴阻断的需要，项目团队和卫生局在 2015 年

4 月达成共识，开展家庭咨询和为怀孕妇女进行快速

测试活动：拜访了 400 名孕妇，1/4 在乡卫生院检测

过，剩下的 312 名孕妇同意进行家庭咨询和快速检测。

2015 年，为了帮助大家提高对艾滋病的认识和治疗，

由 TCE 积极分子牵头成立了 330 个村民健康行动小

组。

2015 年，TCE 项目支持了 5 个村医和 3 个医护

人员提高自愿咨询和快速检测技能（VCT）。2015

年的另一项创新是为男性成年和青少年艾滋病感染者

及弱势的女性提供了性别支持和艾滋病预防和健康知

识。248 成年男性和青少年接受了以性别为重点的培

训。除了这些活动，项目还向地方政府呼吁为艾滋病

家庭快速测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填补艾滋病毒

预防和控制的“最后一英里的空白”。

自 2015 年 6 月以来，欧盟支持了“凉山彝族妇

女儿童发展中心“开展“感染者互助小组”项目（plc）。

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向感染艾滋病毒的彝族妇女提供专

门技术、情感和收入的支持。今年成立了 10 个“感

染者互助小组”，覆盖了 133 名女性艾滋病感染者。

小组定期开展如艾滋病基本知识、营养卫生、CD4 检

测等培训，及项目团队、合作伙伴和小组成员间的互

相治疗监督。在最后一个季度，开展了一期创业培训，

制定一个基于个人评估后给予艾滋病感染者的相关支

持列表。创业支持条款将在 2016 年公布。

越西的世界银行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6 月）与越西市妇联、公共卫生局、

艾滋病办公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妇幼保健站合作，

在凉山州越西县开展提高的性与生殖健康（SRH）项

目，项目于 7 月结束。项目有 8 名艾控员 – 其中 5

名是女性。他们访问了 20716 人，为 16061 提供咨询，

为 8173 人提供快速检测服务。项目也成功地证明，

通过与卫生系统和妇联合的密切合作，提高偏远山区

性与生殖健康卫生习惯是可能的，因为妇联的活动网

络达到了每一个村庄。最终的影响力报告将由四川大

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发布。从十月起，越西传染病全

面控制项目获得了洛杉矶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支持，

艾滋病健康基金会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在 36

个国家为超过 654,957 人提供最前沿的医疗和宣传服

务。他们目前是美国最大的艾滋病感染者 / 患者医疗

服务机构。艾滋病健康基金会的目标是消除全球的艾

滋病，并且他们正在引领为 2500 万人对感染情况不

知情的感染者进行检测和治疗服务。艾滋病健康基金

会支持越西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为期一年的的试点，

来探索在偏远的农村扩大检测的可行性。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在 2015 年主要开展的健康项目如下：

传染病全面控制布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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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越西县性与生殖健康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 世界银行美国艾滋病健康基金会

改善越西县性与生殖健康项目 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 美国艾滋病健康基金会（AHF）

项目成果

布拖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阳性互助小组项目

项目 2015 累计

第一次登记注册和拜访（人数） 39,863 111,010

第二、三次登记注册和拜访总人数 69,338 69,338

动员接受 HIV 检测人数 2,734 3,464

动员 TCE 积极分子人数 605 970

项目组织培训场次 1,487 2,330

参加培训的人数 55,271 82,784

发放安全套数量 77,092 108,350

垂直评估系统（PES）填写数量 27,907 27,907

TCE 依从人数 14,162 14,162

拜访艾滋病感染者次数 817 1,747

动员孕妇快速测试人数 312 312

村健康小组成立数量 330 330

新的抗病毒治疗三人小组成立数量 141 141

女性互助小组成立数量 2015 累计

女性感染者参加这些俱乐部 39,863 111,010

女性感染者获得 CD4 和获得抗病毒治疗支持人数 69,338 69,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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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西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世界银行）

越西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艾滋病健康基金会）

项目 2015 累计

第一次登记注册和访问（户数） 3,241 6,510

拜访总人数 11,074 20,716

接受咨询总人数 8,859 16,061

动员接受快速测试人数 4,462 8,173

动员 TCE 积极分子人数 210 458

项目组织培训场次 147 280

参加培训的人数 4,575 8,787

发放安全套数量 14,748 19,348

项目 2015

第一次登记注册和访问（户数） 284

拜访总人数 937

接受咨询总人数 898

动员接受快速测试人数 609

动员 TCE 积极分子人数 13

项目组织培训场次 35

参加培训的人数 782

发放安全套数量 940

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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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的 6-7 个县，动员云南

和广西省有需求的一些县。经过云南临翔和四川布

拖的疾病完全控制试点项目成功实施，已经很好地

证明社会团体是政府力量不可或缺的补充。疾病完

全控制项目可以加强政府结构，补充不足。面对面

入户拜访体系是偏远高发地区的基石。疾病完全控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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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影响，为基层提供艾滋

病防治服务。

疾病完全控制项目模式的优越性：

● 合力干预的群聚效应导致社区的变化；

● 动员每一个人了解他 / 她自身艾滋病感染情况；

● 社区积极分子对社区有长期影响力；

● 确保当地人员的能力；

● 清晰的组织结构和严格而透明的监督评估体系。

● 多方合作

● 提升社区自身能力，动员群众只有自

己才能把自己从传染病中解放出来；

● 在 20 个县开展传染疾病完全控制项

目—经济和人力远比成本重要的传染

疾病高发区；

● 推广以家庭为基础的自愿咨询和测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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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 帮助艾滋病毒感染者加入“感染者互

助小组”，给予技术上和经济上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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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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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站出来，告诉人们艾滋病不可怕

在布拖县美撒乡日斯村，有一位 HIV 患者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我们的艾控员在给农户做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培训

时，他自告奋勇地做了主讲人，站在全村村民面前向大家讲

解艾滋病的基本知识，讲得不仅全面还很生动。当我们惊讶

于他的积极和主动时，他告诉我们其实他自己就是一名艾滋

病患者。

在他讲述的过程中，大家听得都十分认真。他说自己是

HIV 感染者，从吸毒到感染，从抗病毒治疗到现在，他讲述

了自己的全部经历，内心感受以及他的家庭的观念。他说当

他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一度非常绝望，也想过轻生，但

有太多东西他放不下。从自闭到接受现实再到积极地去面对，

从被歧视到被接纳，他一步步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继续

努力地活着。

现在他的孩子和老婆都非常健康，他说这其实很大程度

上归功于政府对艾滋病的大力宣传，也特别感谢互满爱人与

人中国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的开展，进村入户、面对面地向

大家讲解艾滋病的危害、预防及治疗。如果不是对这样地大

力宣传，我们也许过很多年后才能真正认识艾滋病，提高自

我预防的意识，了解孕妇的保健知识等。因为项目的开展，

我们有更多人懂得了老婆怀孕后要去医院进行母婴阻断，服

用叶酸，在医院分娩；对感染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延续自己

的生命等。

他说道：“艾滋病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们作为意识

薄弱者，要自己提高素质与学识，积极配合艾控员的工作，

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作为一名艾控员，我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要帮助农户对艾滋病有更多更科学的认识，不再害怕艾

滋病和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患者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怀。我

们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患者能和他一样，勇敢地站出来，告

诉大家艾滋病不可怕。

互满爱人与人兄弟组织

主要政府合作伙伴和技术支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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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

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云南省外国专家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

研究所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

研究所

云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云南华商公益基金会

保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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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庆县教育局

德钦县教育局

香格里拉市教育局

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学技术和

工业经贸信息化局

临沧市教育局

临沧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镇康县教育局

镇康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

普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盟县教育局

西盟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重庆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丰都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武隆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凉山彝族自治州艾滋病控制局

凉山彝族自治州疾病控制中心

凉山州彝族自治州教育局

凉山州彝族自治州外事办公室

凉山州彝族自治州妇女联合会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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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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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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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OUR

SUPPORTERS

感谢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感谢在 2015 年所有支持帮助我们的

组织和个人的慷慨、热情和贡献

百特国际基金会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扶贫基金会 家乐福基金会世界银行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
救助基金会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
乡村儿童早期发展专项基金

澳门同济慈善会

河仁慈善基金会 德之馨（上海）有限公司

波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欧盟中国代表团 互满爱挪威

蓝月亮基金会

琅文教育

镇康县人民法院

迪庆州普达措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云南教育基金会

美国艾滋病健康基金会 艾毅双语幼儿园远洋校园互满爱西班牙

四川电视台 互满爱波罗的海 云南省商务厅

勃林格殷格翰
(Boehringer-Ingelheim)

利洁时集团
（ReckittBenckiser）

桑迪亚医药技术
（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儿童乐益会（中国）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花旗集团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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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可

未来希望幼儿班
2015 年 1 月 7 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基金会资助之路发展论坛”

在北京成功举办。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士）云南办公室执行的“布拖

县社区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荣获 5 个优秀少年儿童公益项目“优秀童缘资助项目

执行机构”称号。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为项目资助了人民币 200,000 元。项目为 276

个彝族儿童提供了 1 年的学前教育，是互满爱在布拖县持续支持学前教育的起点。

2015 年 7 月 23 日，互满爱通过网络筹到善款人民币 151,600 元，用来修复

和改善镇康 12 所村幼儿班教室。坪子寨获得了用于修补屋顶、墙和操场的材料费

用人民币 21,000 元，– 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家长们在暑期共同完成。

我们的团队和许多互联网朋友的努力深深感动了幼儿班的所有家庭。这是“致

互满爱的感谢信”：

致互满爱的一封感谢信

尊敬的互满爱所有领导：

你们好

首先请允许我真诚地向您说声谢谢，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付出，谢谢您对幼儿班所

做的一切。

领导你们好！我是坪子寨幼儿班的老师周明芝。现在坪子寨幼儿班已经成立一年多了，在这所

越来越好的幼儿班里，到处看到的是你们的心血。坪子寨幼儿班的成立离不开你们思想的支持、行

动的帮助和精心管理、物资支撑……..

为了这个幼儿班，为了这些农村幼儿班，你们不辞辛劳和艰难到处帮我们筹款修学校买幼儿班

所需物资。还不断地给我们培训、指导等教学上的帮助。有时还要不时地踏上泥路来探望和督导我们，

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和感激。

领导，你们辛苦了。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山村孩子有学上，是你们的帮助让村民可以不带孩子

去山上劳作，是你们的课堂和耐心讲解让我们学会了许多知识，解决了教学困难。是你们无私的奉

献让我们深感爱心的伟大。

所有互满爱领导们，谢谢你们的所有支持和关爱。坪子寨幼儿班的今天离不开你们，我代表自己，

代表所有家长和村民向你们致谢。

再次感谢你们让这个幼儿班诞生，感谢你们支持这个幼儿班的运转。在你们这样无尽的帮助下，

我们一定也会尽我所能一起让这个幼儿班越来越好！

此致

敬礼

       坪子寨幼儿班：周明芝

        2015.10.28

2015 年 10 月 27 日，四川电视台访问了互满爱在布

拖县凉山彝族自治州拉波佐村的“一村一幼”政策下新开

班的幼儿班，旨在为所有农村彝族儿童提供通过社区指导

员运行的村学前幼儿班。互满爱在布拖县开办了 21 个未

来希望幼儿班，目前都作为”一村一幼“政策下的模式运行。

项目在 2016 年 11 月 6 日的省晚间新闻头条 “扶贫在前线”

节目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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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家乐福基金会支持了 3 年半的丰都农民

互助小组项目，有 1000 个家庭参与了项目，

并与于 2015 年 11 月结束。以下是家乐福基

金会对此项目的总结：

家乐福坚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积极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互满爱”丰都扶贫项目是

我们在“精准扶贫”上的成功案例。家乐福

基金会在过去的三年里投入 36.7 万欧元，为

1000 户困难农户提供畜种、菜种等，并指导、

帮助农户进行牲畜养殖、农作物种植经营，

最后帮扶农户销售产品。“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我们探索并尝试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通过生产技术、管理意识的指导，让农户能掌握脱

贫之道。

感谢所有为家乐福“互满爱”丰都扶贫项目出力的工作人员，衷心祝愿所有参与互满爱项目的农

户能可持续受益！

财务信息

互满爱人与人中国 2015 年

资金使用与分配

总收入及来源

RMB 12,270,068 

(US$2,013,735)
政府 / 机构

18%

基金会

27%

20%

21% 5%

54%

企业

24%

互满爱兄弟组织

31%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未来希望幼儿班

农村发展（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农村发展（农民互助小组）项目

花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案例：重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项目

过去五年中，重庆农村小微企业发展项目由互满爱人与人与重庆扶贫发展办公室共同合作实施。

该项目为重庆农村地区的 3,400 户家庭企业（13,600 位农民）就可持续农

业生产和畜牧业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和现场培训。参与的家庭企业学习了这些技术后，收入得到

明显提高。

2015 年亮点

2015 年，该项目共扶持了 1,700 家小微企业扩大或发展企业规模。大多数小微企业的收入都提

高了至少 10%。

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
2015 年 10 月 10-20 日，欧盟代表团在北京组织了对布拖传染病全面控制项目和布拖感染者互助

小组项目的评估会。外部评估团队一致认为：：

该项目与继续降低布拖县的艾滋病高感染率是密切相关的。

互满爱波罗的海、布拖县妇联、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三个主要实施方的员工和志愿者，通

过项目的培训具备了熟练的操作技术、规范的管理和积极上进的态度，使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

项目为员工和志愿者提供了高质量的培训，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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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支持农村幼儿班

a. 资助互满爱开展更多

农村幼儿班 ;

2016 年项目需求

b. 资助农村幼儿教师培训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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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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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资助我们在家长育儿、

教育和营养培训方面的

发展 ;

d. 资助或参与教室装修和

校园美化活动 ;

e. 捐赠玩具和书籍给孩子

们 ;

怎么支持农村社区发展项目
a. 资助互满爱帮助更多农村人口改善生活 ;

b. 资助开展农业技术培训 ;

c. 为农民提供免费的专业农业培训 ;

d. 资助农户和农户间的牲畜养殖传递 ;

e. 资助沼气池的建造，为农民获取清洁能源的需求 ;

f. 资助在偏远地区农民能获得更清洁的水 ;

g. 支持太阳能热水器的安装 ;

h. 为营养不良的儿童资助营养品 ;

i. 资助农户建立菜园和养鸡 , 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健康的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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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支持凉山艾滋病防控工作：
a. 资助互满爱覆盖更多艾滋病检测人群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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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资助一名艾控员一年的工作 ;

d. 资助一个乡镇一年的艾滋病控制项目 ;

e. 支持受艾滋病感染的儿童

f. 支持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小组增加收入的培训和小微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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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支持互满爱机构：
a. 资助互满爱北京 / 昆明办公室行政管理费

b. 资助互满爱中国员工能力的提升，比如媒体传播、筹资能力、项

目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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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

互满爱人与人是一个国际非营利性组织，在

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从事教育、健康和农村发

展工作。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由 31 个独

立的国家发展援助组织成员组成。互满爱在瑞士注

册，总部设在非洲津巴布韦。

互满爱人与人是 197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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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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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满爱目前在 45 个国家开展 860 个项目。：

互满爱在全球有 10,000 名雇员，主要工作在

发展中国家和农村地区；20 万名志愿者参与了社

区活动。

2015 年的发展发展项目覆盖 1,300 万人；艾

滋病咨询动员行动覆盖 2,900 万人；

35,000 名教法娴熟的小学老师取得政府认可

的教师资格证书，其中上 75% 的老师在农村地区

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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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国家

10000
雇员

130 万

影响
35000

教师

860
项目

20 万

志愿者
2900 万

咨询动员行动覆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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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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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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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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金路 349 号

           中产风尚小区 6 幢 4 单元 201 室

Address: Room 201, Unit 4, Building 6

              “Zhongchan Fengshang” Community, 

             349 Chuanji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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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rd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电话 TEL: 010 6468 2315

WITH THE POOR
FOR THE PO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