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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2015 年 7 月，乐施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及中国扶贫基金会三

方联合资助平台正式启动，2016年5月-9月共确定资助4家NGO

伙伴开展项目，累计签约项目资金 68.9 万元，目前均已完成签约

幵进入项目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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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2015 年 5 月，乐施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对鲁

甸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进行了调研，鉴于鲁甸整体的公益资源较为

匮乏，加上鲁甸本土社会组织大多处于发展初期，专业能力较差，决

定采取“联合资助”的形式，以“陪伴成长、项目支持”的方式，培

育、支持一批鲁甸地震灾区的本土公益组织，支持资金规模为 166 万

元。其中，南都公益基金会出资 6 万元，乐施会出资 80 万元，中国

扶贫基金会出资 80 万元，一期项目期为 2016 年 5 月-2017 年 3 月，

共确定支持 4 家 NGO 伙伴，签约资金 689169 元。 
 

二、能力建设 

联合资助平台自 2015 年 7 月正式启动后，分别于 9 月、10月内

举办了两次能力建设，对项目申报与管理进行了培训。 
 

三、项目申请 

符合申请条件的鲁甸在地公益组织可向联合资助平台任何一方

提出项目申请，提交项目建议书和项目预算表。收到申请的机构，负

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及时将申请转交另两方工作人员共同商定项目，

并附上自己的分析意见。汇总各方意见之后，接收申请的工作人员与

申请项目的在地公益组织进行沟通、项目申请书修改调整，直至三方

一致通过后，交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办理项目审批程序，完成签约及项

目款拨付工作。 

目前项目申请集中在乐施会进行接收申请与沟通，能力建设主要

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合同签署、项目款拨付及结项

主要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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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项目进展 

1、火德红镇机车村村间道路修复硬化建设项目 

——鲁甸泉心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针对鲁甸震后社区重建需求，力图帮助鲁甸县火德红镇机

车村濮家村社和新田社修复硬化村间道路，解决村民出行困难问题。 

项目进展：泉心协助村组召集村民举行项目启动和动员会，并组建好

项目工作组，在办公室下设立财会组、采购组、实施组，参与人员共

计 10 余人。在项目点采集了 5 次照片共 100 余张，召开工作联席推

进会 14 次，研究解决困难 15 个，并撰写信息稿件 3 篇。完成水泥、

毛石、基配砂石和土夹石的部分采购，户间道路硬化 755 米，参与农

户 31户，惠及群众 150 余人。 

项目效果：群众参与有很高的积极性，自发劳动力共出工 228 人·天，

其中公共区域出工 91.5 人·天。道路硬化后，村民出行更加安全，

雨天泥泞的道路不会给村民造成困扰；村里农产品运输也更加方便。

另外通过第一阶段项目实施，政府也在评估该模式，并规划将村间道

路硬化在其他社开展。 

 
调研走访，与村民沟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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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会议对项目进行讨论 

 

施工中的道路 

 

施工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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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家山村五里牌社区生计恢复和发展项目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 

项目简介：通过社区调研、社区大会、家庭探访详细了解社区用水困

难情况和花椒种植情况，以社区参与的方式推动成立五里牌社成立项

目管理小组，解决五里牌社人畜饮水困难问题，并提供花椒种植肥料。 

项目进展：振滇通过多次社区参与式会议，使村民了解项目情况，提

升村民参与意识并调动积极性。公共水窖实施方面成立管理小组，讨

论了项目启动、投工投劳、自筹资金等问题，5 月启动后购买材料，

项目施工 7 天完成水窖建设，参与村民 50 户，投工投劳 178.5 人·天，

村民自筹资金 3780 元。花椒施肥方面，通过村民大会确定购买及分

配方案，7 月购买肥料 6700 斤，参与分配总人数 251 人，平均每人

分配 26.7 斤；另外带领村民外出学习施肥技术。 

项目效果：本期项目中首先社区主体意识开始建立，村民渐渐明白自

己是社区的主人；其次妇女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水窖建设有

30多名妇女参与；第三村民会议讨论成为公共事务决策的重要途径，

村民管理小组发挥起重要作用。最后对于振滇工作团队，通过两次活

动开展已经融入到社区，提升了人员能力，也赢得了信任和尊敬。 

 
社区参与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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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窖修建启动 

 
水窖建设实施 

 

分发花椒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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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银厂坡社区发展计划 

——云南银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通过对灾后新搬迁的银厂坡集体安置小区开展帮扶工作，

协助推动社区基础设施改善、资源优化、经济增收、文化发展，促进

整个社区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改善。 

项目进展：银杏社工协助社区召开了本次项目介绍与交流会，67 户

134 名村民代表参与，引导村民举手投票对一些公共事务就行决策。

小木屋建设方面已确定选址，地基处因道路硬化，目前无法施工，第

一批木材已妥善保管。7 月与为乐公益合作开展两期银厂坡社·乡村

夏令营，总计 55 名小学生参与到为期 7 天的营会活动中来。9 月举

办大型中秋庆祝活动，参与人数 120 人。其他活动如村民小课堂、儿

童四点半课堂、电影放映活动不断开展。 

项目效果：村民会议使大家对于项目有了整体的了解，初步推动了社

区居民共同对公共事宜的参与及对决策机制。大型集体活动如中秋节

庆祝活动，对凝聚社区起到很好的效果，参与人数占 90%以上。在乡

村夏令营活动中，孩子们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提升了自尊力、创造

力、耐挫力、团队力、沟通力。其他活动丰富了村民及儿童的生活，

促进社区健康发展。 

 
村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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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夏令营 

 
中秋节活动 

 

社工站四点半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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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社区同行之沿河村合作社培育项目 

——昭通市能量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扶持沿河村发展合作社，吸引外出务工青年人员回乡创业，

为他们提供合作社发展、电子商务、花椒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培训，以

电商销售渠道拓展等策略改善村民收入状况。 

项目进展：能量源目前已协助社区初步成立合作社，村主任牵头共

10 户村名加入，租赁场地并添置设备。软性方面，制定了合作社的

制度并挂牌上墙，机构工作人员收集了合作社相关知识内容并在合作

社进行分享。因 9 月正式签约，计划月底购置齐设备，并已着手准备

培训事宜。其他在产品开发及销售渠道拓展方面的工作也在进行中。 

项目效果：项目申请的成功，就合作社成员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支

持，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希望，通过短时间的

合作社发展，合作社成员对组织的形式及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为日

后发展打下了基础。对于能量源的工作人员，项目执行给了他们更多

锻炼自我的机会，积累经验的同时也会使他们自身能力快速提升。 

 
走访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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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老师到项目点指导 

 

合作社骨干讨论制定合作社制度 

 

合作社配备电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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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故事 

公共水窖修建案例 

云南振滇社会组织发展研究院自实施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基金

会、香港乐施会三家联合资助的鲁甸灾后重建李家山村五里牌社区生

计恢复和发展项目以来，对社区发展项目有了新的认识，在这过程中

也梳理了一些案例，进行经验积累。 

1、基本情况 

彭兴聪，67 岁，五里牌社人，目前和老伴（老伴 66 岁）居住，

属于留守老人。因早年劳作受伤落下腿疾，农业劳动能力弱，体弱多

病。老人膝下有四个儿子，目前都已成家和老人分开居住，老两口的

生活基本上自理。 

2、水窖修建之前的状况 

在公共水窖修建以前，五里牌社有一个唯一的用水水源地，地处

山半腰，因为旱季缺水和地震的影响，加之村子里矛盾复杂，导致村

子的水源管理十分松散和混乱，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 

彭兴聪老两口居住在村中段，距离村子水源地远，生活用水都是

用皮桶盛满，去背水来吃。以前，每天排队接水的人很多，要早早的

去出水口等，晚上的时候水基本上都是被村子里有塘子（村民自建蓄

水池）的人家用皮管引去装着，老两口由于没有塘子导致旱季吃水困

难，下雨天根本没办法去背水来吃。地震之后老两口就在没喂养牲畜，

只是种植有少量面积的花椒树和核桃树，每年变卖补贴家庭开支。据

我们工作人员的多次走访了解到老两口每天的生活用水量在 20 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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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桶一桶左右，一个星期去挑水的频率在 3-4 次左右。平时老人在

自家旁边种有一点蔬菜，缺水也没办法很好的灌溉，农业产出质量并

不好，每月也还是会开支一部分在食品方面。 

在 2016 年 1-2 月的时候，政府曾经组织村委为李家山的村民户

免费修建储水塘子（只要有地点），五里牌社土地方便的都新修了储

水塘。老彭家在村社公路边上，没有地点修建，所以没有像村子里其

它村民家一样有旱季储水的塘子。但在我们的了解中，政府新修的储

水塘子十个有八个是漏水的，工程质量不好，导致村民必须得花费代

价进行修补。 

所以，缺水为成为五里牌社区公共最迫切的问题的同时，也深深

的影响着作为五里牌社一份子的留守老人“老彭”（村子里的习惯称

呼）一家。 

3、参与过程 

五月，云南振滇正式启动了项目，开始着手协助村子修建公共水

窖的事情。在几次的社区动员过程中，老彭和老伴身为村子里的老一

辈，都积极的参与，基本上每次村民会议都参加了，并提出自己的看

法。在我们与村民达成共识，修建公共水窖的过程中，按之前的方案

60 岁以上的不需要投工投劳，但老彭每天都参与了投工投劳，虽然

重的活干不了，他就拌拌砂浆，递递砖，在干活的过程中经常有村民

拿他开玩笑，他经常回应“发正这个水整好以后是全村受益，子孙受

益，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还能扛得动板锄就来掺和以下”。 

在修建水窖中途的几次会议中，村民商量把主水管埋到他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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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赞同，他觉得埋到自家门前会惹来村子里的闲话，最后拗不过

同意了其它村民的意见。其实，在村子里老彭已经是第一个当老祖的

人，彭姓家族在村子也占有一席之地。 

4、水窖修建后的受益情况 

对于老彭老两口来说，五里牌社公共水窖的修建对于他们的影响

和问题解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自主水管接通后，老两口从门前接了分水管，以后可以直接取水，

很方便，不用再跑很远去村口背水，基本的生活用水问题得以有

效解决。 

2) 五里牌社总共水窖的整个修建过程中，他都参与了；另一方面他

的参与意识和社区主人翁的身份意识有了提高，由于他为公共利

益不计私利的付出，使得在村子里面的威望有了提升。 

3) 共水窖建好之后，工作人员引导村民对用水的管理形成了规章制

度，只要村民雨季关满自家塘子（基本上够一家半年多的生活用

水），旱季就不用再去引公共水窖的水，那没有塘子的村民就可以

旱季也方便的吃上水。 

4) 解决了吃水困难问题之后，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像老彭一家一样的

留守老人的生活压力，可以抽出更好的精力去投入在其它方面，

改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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