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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芦山公益同行三期项目于 2016 年 5 月开始执行，截至 9 月底已确定

支持 7 个项目并已完成沟通签约工作，对另外 1 家机构给予发展经费支持，

同时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合作进行项目监测与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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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公益同行”项目是基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汶川、玉树灾后支

持 NGO 组织参与灾后重建的经验而设计的 NGO 合作发展项目，探

索从灾后社区陪伴、社区重建向常态化农村社区发展模式的 NGO 合

作模式。 

2013 年，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加多宝集团及英特尔（中国）在

三年的时间里共同投入 2000 万元，启动“公益同行·芦山 NGO 社

区合作发展计划”，进一步将 NGO 参与灾后重建招投标资助项目向

农村扶贫 NGO 合作发展项目上进行推进，结合我会农村社区扶贫经

验，与 NGO 合作扩大实践范围，开放战略、建立标准、参与式扶贫，

逐步探索从灾后重建恢复与农村社区发展的NGO合作发展模式的资

助之道。 

 

二、项目申请与资金情况 

2013 年 8 月芦山公益同行项目正式发布。 

2014 年芦山公益同行一期项目开始实施，中国扶贫基金会确定

了芦山灾区 16 个项目进行支持，同时确定助力工坊、分享沙龙、监

测评估及政策研究等助力成长服务方案。  

2015 年芦山公益同行二期项目开始实施，中国扶贫基金会进一

步优化项目模型，以项目支持为核心，资助 12 个项目，并开展了行

动学习网络，进行月度监测反馈、案例提炼及跟踪调研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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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芦山公益同行三期项目开始实施，截至 9 月底已确定对

7 个项目进行支持，对 1 家机构给予 1 万元机构发展经费支持，并

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合作进行项目监测与督导，项

目签约总资金 2640222 元，已拨付 1035438 元，具体项目列表如下： 

序号 类别 机构名称 项目名称 签约资金 已拨资金 

1 项目支持 
成都康华社区发展

中心 

美丽中国乡村梦，

健康蜂蜜彝家情 
315932 126372.8 

2 项目支持 
成都市锦江区大爱

武术文化传播中心 

灾后重建旅游村落

中残障人士精准扶

贫手工艺产业生计

发展项目 

400000 160000 

3 项目支持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醉美乡工·益路

同行”社区综合服

务项目 

420800 168320 

4 项目支持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宝贝心立方—宝兴

县灵关社区基于社

区发展项目的本土

公益力量培育计划 

280000 112000 

5 项目支持 
雅安市爱心蚂蚁公

益服务发展中心 

美丽乡村·和谐太

平（第三期） 
270000 135000 

6 项目支持 
成都高新区益多公

益服务中心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

可持续发展项目 
327490 163745 

7 项目支持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

可持续发展项目 
216000 86400 

8 激励机制 
成都心益心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 
机构发展经费 10000 10000 

9 社区陪伴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

反贫困研究中心 

2016-2017 年度“公

益同行”监测与督

导 

400000 160000 

    2640222 1121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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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进展 

1、美丽中国乡村梦，健康蜂蜜彝家情 

——成都康华社区发展中心 

项目简介：以养蜂为切入点，本期着重协助社区从合作社专业化建

设、拓展蜂蜜产品市场渠道两方面入手以持续增加社区经济收入，

最终形成影响力来撬动更多外部资源。 

项目进展：康华协助构建并完善峨边彝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

划与组织建设，邀请专业人员为合作社成员提供合作社运作方面的

培训，完成合作社财务培训，组织合作社成员外出考察并尝试对接

市场寻找合作方，撬动更多资源的关注与投入。在中蜂养殖生产上

进一步巩固，进行产品收集与包装，持续增加社区收入。合作社目

前共完成 3 次取蜜活动，共取得蜂蜜 2560 斤，销售蜂蜜 1200 斤。 

 
合作社财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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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蜂群养殖数量稳定在 180 箱，蜂蜜产量 2560 斤，现已销

售蜂蜜 1200 斤，合作社第一年的成绩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另外合

作社在收益分配方面尝试着提出了一个创新点，计划在全村村民的

医疗保险费用缴纳上进行配比支出，接下来还须进一步讨论研究。 

 

财务培训 

 

合作社社员手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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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灾后重建旅游村落中残障人士精准扶贫手工艺产业生计发展项目 

——成都市锦江区大爱武术文化传播中心 

项目简介：利用当地丰富的金丝楠木资源，组织培训手工艺佛珠生

产和销售，本期着重加强合作社的建设，并依托门店销售长期造福

当地残障人士和弱势群体。 

项目进展：大爱武术本期新招募 10 名贫困家庭学员，进行佛珠生产

技术培训已进展到中期，学员已经可以进行产品定型操作。为合作

社成员购买了书籍并督促学习木材知识，由他们自行采购了木材原

料。9 月带领老学员前往福建仙游参观学习，门店方面通过资源链

接已经初步确定了三个店面选址意向。 

 

第一阶段技术培训 

 

 



                                    芦山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发展计划 

中国扶贫基金会                        7                        网址：www.cfpa.org.cn 
 

项目效果：在合作社能力建设方面，通过参访、外出学习、赋能等

方面工作的开展，现在合作社管理人员已经基本掌握合作社日常运

营所需要的知识方法和经验；佛珠生产培训使新学员已经掌握大部

分生产流程工要领；产品销售方面社员自主销售意识提升，销售额

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 

 
学员练习操作 

 

合作社核心成员前往福建仙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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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醉美乡工·益路同行”社区综合服务项目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围绕芦山本土 15 名乡工进行培训、孵化，对仁加村、大

同村的老人、儿童、妇女及残障人士进行个案探访、小组互动、社

区融合等活动，支持两个村成功注册本地社会组织。 

项目进展：心家园开展“七彩盛夏•益心忆毅”暑期夏令营，30 天

营会服务儿童青少年 2700 余人次；组织晚间坝坝舞活动，累计 3600

余人次参与；为老年人开展阳光体检活动服务 80余人；在仁加村放

映晚间电影 4 场，走访社区老年人、残障人士近千人次，给 10名老

党员送节日慰问，给 5 名老兵送关怀；举办心理宣传茶话会活动，

中秋游园活动；进行乡工督导例会 3次，乡工小组领导力培训 2 次。 

 
乡工小组领导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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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在暑期夏令营活动中监护人也被邀请参加，丰富的活动

使营员们以别样的方式学习知识并提升自我。对老年人定期开展的

阳光体检给老人健康增加了保障，心理宣传，集体生日会、社区走

访等也使老人的生活增添了乐趣。社区之中，晚间电影备受村民喜

欢，广场舞活动让妇女参与热情高涨，中秋节活动等也极大地丰富

了社区文化。 

 

社工站活动 

 
文化课堂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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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宝贝心立方—宝兴县灵关社区基于社区发展项目的本土公益力量

培育计划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对结束过渡安置搬入灵关社区的居民，以社区文化建设

促进村民互动和整体融合，以托管服务促进儿童成长，培养“小红

帽”及社区本土专业人才。 

项目进展：一天公益的活动按照计划正常进行，一天托管累计服务

3000人次，为孩子提供了发展兴趣的合适场所；“快乐舞台·母亲节

亲子运动会”大型活动参与近 300人次；“快乐舞台·达人秀”大型

活动参与 380 人次；快乐舞台·暑期夏令营参与 45 人次；“一天做

件事”小红帽参与达 75人次，爱护校园环境并进行环保宣传；本土

专业人才培训进行 5 次。 

 
一天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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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通过托管服务社区儿童对绘画、舞蹈、音乐有了新的认

识，并在认识后选择自己最喜爱的文艺方式，参与活动也使他们比

以前更活泼开朗并且爱与人沟通交流。“一天做件事”活动指导当地

志愿者小红帽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孩子们的责任心增强了，对

社区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本土社工培育方面，社工获得了很多学习

机会，总结之后会成为自身的财富。 

 
“快乐舞台·达人秀”活动 

 
“新家园，爱环保”主题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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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丽乡村·和谐太平（第三期） 

——雅安市爱心蚂蚁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项目简介：在中林小学、太平八一爱民小学开展驻校社工和社区儿

童服务工作，深挖当地资源，培养当地人员独立开展活动的能力，

推动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进展：爱心蚂蚁本期开展了暑期成长营活动并顺利结营，72 个

孩子参与受益；完成了第 25 期小蜜蜂计划活动学生招募培训，并于

8月由4名工作人员带领10名学生开展了小蜜蜂计划-北京游学活动，

活动后续举行了携手亲友感恩主题活动，并为北京结队小伙伴制作

了 DIY 相册；社区站点常规活动正常开展，加油课、阅读课及兴趣

小组活动均在开展。 

 

加油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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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通过成长营活动与家长的在线互动及主题活动、汇演的

参与，加深了家长群体对成长营活动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小蜜蜂计

划对接了北京志愿团队参与活动的设计和带领，对接了北京小志愿

者与雅安小蜜蜂一对一结队，雅安孩子和北京孩子在带队老师的引

导下认识城乡文明，发现彼此的优点，团队意识、表达能力和自信

心都有所提升。 

 

加油主题活动 

 

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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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乡村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项目 

——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项目简介：在横溪、大阪两村互助养老模式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深

入解决特殊老人照护基金的使用问题并形成基金管理办法，评估总

结三年项目经验，培养当地可持续执行的项目团队。 

项目进展：益多经过走访评估形成评估报告，7 月与老协商讨并明

确了服务对象，制定了护理员照护标准及补贴方案；开展居家护理

员培训，发展多元化居家养老护理，开拓护理员居家护理思维；指

导老协开展了中秋节活动，活动经费全部来自于老协；协助横溪村

老协召开了理事会，完成了基金收支核对；另外芦山益诚公益成立

并开展第一个项目。  

 
居家护理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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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果：老协基金的注入，推动了当地老协组织能力的发展，增

加了老人们的活动，尤其是各种节日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农村老人

单一的生活方式，使老人们对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概念有了新的

理解。老协基金为居家养老服务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可能，使老

协真正意义上建立在为老人服务的平台上。 

 
国庆节活动 

 
居家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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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芦山地震灾区上里镇庙圷“生态村”生计发展项目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四川社工站 

项目简介：以该村传统聚居地“杨家老院”为切入点，通过社区公

共空间凝聚社区力量并形成组织，加强村民能力建设及城乡互动，

实现村庄的生态、社会、经济三大目标可持续发展。 

项目进展：召集了培力村民组织的会议，村民小组和社工站共同完

成了两次城乡互动活动；厨房小组、民宿小组、文化体验小组会进

行了深度的组织建设工作，根据前几次活动的经验进一步梳理各自

的规章制度和操作方式；依托村民小组开展了中秋节社区活动，并

进行了总结会议；与村民小组共同完成了一次参访交流活动：中大

绿根老熊桥“留住乡村”项目村民核心小组一行 14 的参访。 

 
中秋坝坝宴 



                                    芦山公益同行·NGO 合作社区发展计划 

中国扶贫基金会                        17                        网址：www.cfpa.org.cn 
 

项目效果：9 月城乡互动活动虽然减少，但是通过村民组织的建设

工作，服务社区、完善组织规章制度和梳理行动方略三方面问题正

向前推进。通过三次督导会议基本落实了村民组织建设的行动方略，

通过与村民组织合办中秋节社区活动培养他们服务社区的能力和意

识，通过各个小组的会议共同完善了组织制度。 

 
篝火晚会 

 
厨房小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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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故事 

公益同行之改变—— 

残疾留守妇女的人生转变经历(大爱武术供稿) 

4.20 芦山地震发生后，大爱武术来到芦山参与灾后救援，并在救援阶段结

束后又参与到重建服务中来。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主人公便是来自雅安芦

山地震的震中——龙门。 

在灾后重建阶段，我们在芦山开展了留守儿童的“功夫梦”武术培训，和

灾后残障人士康复“轮椅太极拳”培训活动。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我们认识了

我们的故事主人公——张艳。 

当时的张艳整天愁着个脸，没有笑容也很少和人交流。作为一个 3 岁孩子

的妈妈，自己没有劳动能力，父亲重病全家靠着老公一个人在外打工养活，全

家的生活非常拮据。 

在开展社区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接触到的因残或因病致贫的家庭还有很多。

正因为看到很多个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们机构才大胆尝试开展农村生计服务，

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帮助到这些家庭，让她们的生活稍微宽松些。 

 

2015 年大爱武术在中国

扶贫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了，

农村残疾留守妇女手工艺佛珠

打磨培训，在经过前期的招生

宣传后，培训班迎来了第一批

学员，张艳便是其中之一。 

  

张艳在站着操作机器 

记得当时的培训场地设在龙门菜花节广场的安置板房里，离河心比较远，

每次培训张艳都要走将近 40 分钟的路才能到达培训点。也许是因为心存梦想、

也许是想改变现状、也许是想证明自己；在整个培训中她是最认真的。她的努

力得到了培训小组和老师们的认可，一致推选她我培训互助小组的组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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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需要自己掌握好每一项技术，还需要在别的学员有不清楚的问题时帮她

们示范。 

通过一年的培训，张艳掌握了所有的佛珠打磨技巧，开始能够生产出一些

产品。当地政府也把她当成自强不息的典范，

帮她宣传销售产品，这样张艳有了自己的收入。

团结就是力量，团队才能走的更远，经过所有

学员一起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合作社，通过一个

月的时间整理材料和申请在 15 年 12 月份的时

候我们的合作社终于注册成功。“芦山县大爱残

疾人手工艺农民合作社”社长——张艳。这是

芦山县第一家农民手工艺合作社。 

张艳完成了她的第一次转变，从一个残疾

留守妇女到带领村民一起致富的合作社社长。 

2016 年，大爱武术新一期的培训又开始了，合作社社长张艳担任了新学员

的基础打磨教学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张艳只会不断的给大家示范，不敢去讲太多，问她为什么，

她说很多学员都是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前经常笑她，所以现在还是有点放不

开。通过我们不断的鼓励，新学员的虚心求教，慢慢的张艳也解开了自己的心

结，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打磨培训老师了。 

张艳通过努力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次转变——张老师。 

 
学员向张艳请教划痕怎样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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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九月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张艳带着第一批合作社成员踏上了前往

仙游的列车，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前往福建仙游取经。 

 
合作社前往福建仙游参观学习              参观当地打磨制作流程 

通过这次的考察参访，让社员们看到了当今手工艺打磨的市场情况。同时，

对于如何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有了很深的体会，回来后召开全员大会讲述把

在仙游的所看所学讲诉给没有去的学员。 

销售现在是合作社的重中之重，今年的 10 月，在扶贫的推荐下有幸参加了

农禾之家的乡工销售主题培训。 

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培训，老师课堂上所讲的很多内容都听不懂，但是张

艳依然认真去听。在课堂总结回顾阶段，张艳被所在小组的组员推荐来给全班

同学做课堂回顾，详细的内容，清晰的条理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张艳给全班同学做课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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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的培训很快就结束了，作为结业作业，要求每位学员设计一个小项目，

参与结业项目答辩，第一次面对答辩，张艳当时很紧张不知如何下手。 

在老师们的辅助下，围绕合作社现在急需的问题，张艳鼓起勇气开始设计

自己的项目。每天晚上当大家都睡了的时候她还在思考怎样使项目更完善，调

理更为清晰。经过两天的书写，张艳的项目已经完成了初步框架，在老师们的

建议下不断的为项目添砖加瓦，终于在结业答辩前完成了项目设计。 

 
项目设计 

10 月 27 日晚结业答辩。主考官是中国社科院的杨团老师，张艳还是非常

紧张，但是在老师们的鼓励下阐述完了自己的项目。对杨老师所提出的问题也

清晰的进行了解答，得到评审老师们的认可，给予了很高的评分。 

  
                 张艳在做项目答辩                 取得结业证书 

北京之旅后，张艳的身份再次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专业“乡工”——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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