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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事会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是由上海家具企业家发起的一个公益机构，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在上海市民政

局社会团体管理局登记注册。在上海市及中国中西部乡村贫困地区支持公益项目，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

基金会公益项目的实施均由经验丰富的专职团队，在项目实地负责直接监管。

通过培训、教育来提高能力是社会发展和减贫的基础，通过深耕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为社

会发展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

基金会以开展爱心汇聚，传递温暖的公益活动为宗旨。

关于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赵跃生 / 理事长

张燕萍 / 副理事长

法学硕士，曾担任上海 远洋运输公司航运处和 法律处
处长。他在 2001 年创办上海市理合理律师事务所。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学 士，在知名外企从事管 理工作
超过 10 年。长期 从事项目管理工作，具 有 PMP 认证。

范琛 / 理事
毕业于英国 Sunderland 大学。在知名外企担任 公司运
营管理工作近 15 年。

李飞 / 理事

具有十五年以上的会计 和财务培训经验，在机构的财
务行政管理及项 目财务管理方面具备丰 富的经验，从
事慈善公益事业超过 10 年。

欧乐 / 理事
培训总监，具有二十余 年的公关、培训及乡村 发展项
目经验，尤其在 “未来希望幼儿班”项 目培训、执行、
管理等 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

理事会



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4 5

布拖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面积 1685 平方公里，县城海拔 2385 米，是一个彝族聚

居的高寒山区半农半牧县，一年中有一半时间气温寒冷。2014 年全县总人口 18 万人，有彝、汉、藏、回、

苗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彝族人口占 94%，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占 9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布拖县简介

四川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 凉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

国家级贫困县

根据官方数据，凉山州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全国艾滋病感染率高发地区

四川省凉山州地理位置位于金三角通向中国内陆和沿海的重要通道中，处于国际毒品黄金通道之中。

受毒品过境和吸毒的影响以及恶劣的气候地理环境和地区贫困这些因素，凉山州成为中国一个静脉吸

毒共用针具传播的艾滋病高流行区。

儿童营养状况欠佳、生长发育较迟缓

山区气候条件导致当地作物单一，相当数量的儿童营养状况欠佳、生长发育较迟缓；又加之艾滋病的

问题，当地有很多特困儿童无法享受父母的照顾与关爱。

村民饮水困难、缺乏清洁水供应体系

凉山彝族自治州平均年产水量是 368.853 亿平方米。占四川省水资源 4507.7 亿平方米的 8.2%。布拖

县人均水使用量为 9,449 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水平（2800 平方米）高，但比世界人均水平略低。但

是水资源明显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部分村民饮水困难，且缺乏清洁水供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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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
在布拖县工作的历史

2018 年 1 月启动至今

儿童早期教育——布拖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

2015 年 10 月，凉山州政府推出了凉山州学前教育“一村一幼”计划，即在州内无学前教育或设施的行政村和人

口较多，居住集中的自然村实施一项农村幼儿园的计划。此计划旨在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覆盖面让儿童接受学

前教育，以解决凉山州的彝区和藏区农村学前儿童从其母语向国家通用语过渡的障碍，逐步养成文明健康的

生活习惯，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一村一幼”项目的长期目标与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的长期目标相吻合，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用早期教育打

破贫穷的恶性循环，通过早期教育的干涉，转变贫困地区儿童的成长劣势，缩小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儿童的

差距。 

项目与布县教育和科学技术知识产权局合作 ，协助当地“一村一幼”学前教育项目的运行，具体包括教师培训、

支持、管理和评估；协助督导幼儿班教育教学质量及班级管理和安全；提供改善管理和教学的工具与材料，

从日常运行管理、教师培训和管理评估等方面提供支持，旨在帮助其加强教学和管理技能，提升幼儿班的教

学和管理质量，使当地儿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最终防止贫困儿童成长为贫困成人，打破贫困的代

际传递。

项目发展迅速，2018 年秋季学期幼儿班数量剧增， 超过同年春季班数量的三倍， 从 30 个幼儿班发展到了

98 个班级， 惠及超过 4000 儿童。 在未来三年我们将继续支持 100 个班良好地、长远地、更全面的运作， 

这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努力。 我们将致力全面提高幼儿班教学质量、进一步通过提供培训培养教学工

作人员， 提高整体人员素质、监督并帮助提高幼儿班教学管理工作。

2018 年 3 月至今

2018 年 3 月，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申请到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的资金，在扎台村开展“共享水资源”的社区

综合发展项目。“共享水资源”中国项目开始于 2004 年。现在，每月超过 3,000 名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员工

参与捐款。所有中国区的公司都已经参加“共享水资源”项目，更有几家公司员工参与率达到 100%，员工参

与人数仍在持续增加中。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整体协调工作，这些工作由企业

传播部和投资公司的共享水资源协调员提供支持。在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内，每个公司都拥有一位共享水

资源协调员。在中国，与中国区的非营利组织域机构携手发展项目。每年，选择一期项目并将善款投入其中，

在员工捐赠者中通过幸运抽奖方式选出代表，将被安排实地考察项目建设和进展。项目将运用资助方的资

金为当地修建一个清洁饮用水系统，解决安全饮水缺乏问题，并动员社区、学校通过多种策略、利用便捷

的水资源改善村民、学生卫生状况。同时，项目将在村子里动员村民学习卫生健康的知识、帮助儿童培养

良好卫生习惯等活动。

“共享水资源”的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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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班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孩子

未来希望幼儿班

幼儿班户外游戏

培养卫生习惯养成好身体

社区发展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在布拖的项目之一

接入农户家的水池 给农户发放鸡苗

蔬菜种植家庭 村民饮水、卫生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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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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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发展项目介绍

项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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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提高农村儿童健康水平：为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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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开展卫生知识培训等。

4.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改善：修建蓄水池、垃圾池、浴室，农改良农田灌溉改良，整治浴室，
修建垃圾池，道路整治，补贴农户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5. 能力建设：组织实地培训、交流会议和外出考察，进行农户能力建设以达到村民自我
发展。

35-50户农户 → 4个村民行动小组

4个村民行动小组 （108 户 531 名农户）→1个项目经理→2个项目协调员

项目结构

3个项目经理

支持
支持

支持

16个

小组委员会

成员

203 户 

参与的农户

4个

村民行动

小组

姓名：曲么零呷

职位：项目主管

8个

小分队

互济秘书处

|

项目主任

霍思瑞

昆明互满爱

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顾问

(KH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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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期：2017 年 4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地：布拖县地洛乡扎台村

成   果：

- 107 个家庭，共 589 位村民；141 名学生，8 名老师将直接受益；

- 成立了 3 个村民用水行动小组，每个小组包括 30-40 户家庭；

- 成立了 4 个学生卫生俱乐部；

- 修建了 1 个 80 立方米蓄水池（另外修建 1 个 5 立方米消毒过滤池、1 个 5 立方米进水池；从 8.5 公里以

外的地方引水到村子）和水管入户；

- 水源地保护一次、水质检测两次；

- 修建了 2 个洗手台；

- 发放烧水桶给村小和“一村一幼”；发放水杯、卫生用品给孩子；

- 项目经理日常督导 37 次，入户拜访农户 336 次，当地官员参与项目活动 21 次。对村民进行关于饮水、

卫生和健康相关主题的培训 15 场次，覆盖 355 人次。

布拖县地洛乡扎台村“共享水资源”项目

项目工作人员入户拜访 学生俱乐部活动

村民们喝上了放心水 项目介入前村民的饮用水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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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覆盖的村庄

项目图片

布拖县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参与蓄水池工程竞标会

扎台村蓄水池开工 蓄水池主体挖掘完成

村民饮水、卫生知识培训 

铺设饮水管道的沟渠 扎台村小学和幼儿班分别修建了洗手池

水质检验取样水池修建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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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县牛角湾乡解放村“共享水资源”项目
周   期：2019 年 2 月 18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牛角湾乡解放村 

项目背景：

     牛角湾乡位于布拖县东南部，隔金沙江，与云南省巧家县相望，距布拖县城 81 公里。辖牛角、采洛、巴都、毫沟、
解放 5 个村委会。解放村距离牛角湾乡镇 7 公里，辖 11 个村民小组，共 568 户 2800 人。其中 1 组（52 户 310 人）
2 组（45 户 285 人）3 组（42 户 276 人）8 组（54 户 298 人）共计 193 户 1211 位村民，以及在 1 组的沙科幼儿班
的 40 名孩子 2 名老师饮用水都非常困难。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互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当地社区和幼儿班将在布拖县水务局的技术支持下，在解放村开展
针对用水、卫生问题的社区能力发展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帮助村民和学校修建安全便利的饮水系统，解决村民
饮水问题。此外，项目将在村子里动员村民学习卫生健康的知识、帮助儿童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等活动。

项目的主要目标：
改善村民饮用水状况，建立最基本的清洁饮用水供应系统。

改善沙科幼儿班学生老师安全饮用水设备和卫生设备。

提高村民、学生安全饮用水、卫生方面的知识。

改善学校卫生条件，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

预期成果：
203 户家庭，共 1211 位村民；47 名幼儿，2 名老师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

70% 家庭在安全用水及卫生方面认知得到提升。

80% 幼儿班孩子在安全用水及卫生方面认知得到提升。

幼儿班卫生条件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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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项目顾问 盛霞
 
      解放村，距离凉山州布拖县牛角湾乡镇 7 公里，辖 11 个村民小组，共 568 户 2800 人。村子跨度较大，小
组与小组之间分离较远。全村村民的饮用水供给形式多样，有人工背水，摩托车托水，3-5 户农户自发到周边
山坡引水等，水源也是多样，有河水，泉水，雨水等，无论是水的质还是量都不能满足村民基本的饮用需求。

     2019 年，上海互济公益基金会申请到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共享水资源”项目资金，决定在解放村开展为期 11
个月的社区发展项目以解决解放村 1、2、3、8 组及幼儿班的饮用水问题。3 月 12 日、13 日，项目经理曲么零
呷和项目顾问盛霞前往牛角湾乡解放村进行项目基线调查。此次调查共访谈村民 4 人，学生家长 2 人，老师 1 人，
村干部 1 人，乡镇领导 1 人。从被访谈对象的话语中我可以感受到村民对清洁饮用水的极度渴求。
 
     牛呷，男，35 岁，解放村 1 组的村民，家里有 3 个孩子。在解放村 1 组的主干道边上开了一个小卖部。从
居住条件和家里的设备来看，他家应该是村里条件较好的农户。

     他告诉我，他已经快 5 个月没有洗澡了，家里的衣服也是 20 多天才洗一次，用摩托车运到距离解放村近半
小时车程的地方清洗，洗衣服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就尽量穿时间久点才换。
 
     牛呷说，他现在喝的水是旁边 100 米山坡上冒出的水，他联合周边四、五户农户在冒水的地方修建了一个
大概 1 立方米的蓄水池，然后架接了水管，接到家门口的。水很小，有半年的时间是缺水的，遇到雨天，水质
浑浊不堪。他带我们看了蓄水池，目前水池里只有 20 公分的水，除了有泥土和残枝败叶外，水面上还漂浮着
一层不明物。

      牛呷说，如果有人来修建蓄水池解决饮水困难，他可以自愿投工投劳，就算让出 1000 块钱他也愿意。
 
     此拉，男，31 岁，解放村沙科幼儿班的老师，幼儿班有近 40 个孩子。幼儿班没有饮用水，急需用水的时候
都是到周边的农户家接，但是，农户家也缺水，缺水的季节也拿不出更多的水供幼儿班使用。孩子吃完中午饭
的碗都是自己带回家洗，有些家长忘记洗，孩子第二天就把没洗的碗拿出来继续使用。
 
     此拉老师告诉我，幼儿班一直在强调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由于缺水，做不了示范，目前还一直
停留在语言上。教室清洁也只能扫扫垃圾和灰尘。

     他相信，如果解决了饮用水的问题，那孩子的卫生状况能提升一大步。他还笑着跟说我，想把周边的围墙
做一下彩绘，再种点花草，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除了牛呷和此拉，我们还对很多村民进行了入户拜访，无一不在诉说他们对水的需求，有的农户为缓解家
里用水危机，动用了家里所有能够储水的设备。

      谈到缺水，农户脸上尽显无奈，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积极和乐观，尽管缺水，他们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去取水，
去清洗衣物，去把周边的环境整理得相对整洁一些。当我问到他们参与项目的意愿时，大家都表示愿意尽自己
所能协助完成项目活动。
 
       相信“共享水资源”项目的进入，不光能帮助村民解决“燃眉之急”，也能让村民的卫生健康状况有质的提升。

谁来解缺水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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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覆盖的村庄

项目图片

修建围墙

蓄水池挖建工程动工

蓄水池封顶

农户投工投劳参与水管铺设

村民用上干净水

蓄水池竣工

入户小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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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后的洗手台幼儿班原有的洗手台

水质检测 - 水源点水样采集 水质检测 - 农户饮用水水样采集

资助方代表与小朋友们一同游戏

入户拜访了解村民的用水情况

2019 年 5 月资助方拜访

资助方代表亲自动手美化幼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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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培训

入户拜访 入户拜访 - 了解村民的用水情况

村民培训

项目介入前的村民饮用水

开展儿童活动

项目介入后的村民饮用水

开展儿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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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县拉果乡拉果村“共享水资源”项目
周   期：2020 年 7 月 -2021 年 1 月

项目地：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拉果乡拉果村

项目背景：
      拉果村的饮用水系统年久失修，基本上是处于无法供水的瘫痪状态，缺水情况十分突出。拉果村有 3 个村民小组，
其中 1 组和 2 组 108 户 531 名村民长年缺水，并且取水困难。

      由于缺水，就算天气温暖，村民也很少洗澡洗衣服和清洁家庭环境，这给他们的健康带来极大威胁。加之当地农
户都缺乏热水洗漱、烧水饮用的习惯，而且也没有受过针对性的卫生知识教育、对于很多卫生健康和疾病预防的知
识都很缺乏，家长很难给孩子培养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

      拉果有一所中心校，有 1-6 个年级和一个幼儿班，总的 13 个班 632 名学生，有住校生 498 人。学校目前的饮用
水是从 2 公里外的山河里用一根直径为 5 厘米的水管直接引过来的，没有进行最简单的沉淀过滤处理，师生都是直
接饮用。缺水的季节给孩子们在学校里培养良好卫生行为习惯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也给孩子的健康带来很大挑战。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互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与当地乡政府和学校将在布拖县水务局的技术支持下，在解放村开展
针对用水、卫生问题改善的“共享水资源”社区能力发展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帮助村民和学校修建安全便利的饮
水系统，解决饮水问题。此外，项目将在村子里动员村民学习卫生健康的知识、帮助儿童培养良好卫生习惯等活动。

项目的主要目标：
改善村民饮用水状况，建立最基本的清洁饮用水供应系统。

改善拉果中心校学生老师安全饮用水和卫生状况。

提高村民、学生安全饮用水、卫生方面的知识。

改善村民、学生卫生条件，培养良好卫生习惯。

项目进展：
项目人员季度培训会，完成项目启动前准备事宜。

与当地政府合作部门确认合作和签署合作协议。

召开项目启动会，给项目相关方介绍项目。

招聘项目协调员，进行协调员岗前培训。

成立村民用水行动小组和小组委员会。

关键数据：

序号 活动 总目标 单位 完成情况 完成百分比

1 协调员参加技能培训的天数
（含入职培训和月度培训） 9 天 5 56%

2
对用水行动小组提供的关于
饮水、卫生和健康相关主题

的培训场次
20 场次 4 20%

3 参加行动小组培训的人次 378 人次 81 21%

4 参加行动小组培训的女性人
次数 114 人次 24 21%

5
修建一个净水系统

（含蓄水池、消毒池、进水
池和入户的管道）

1 个 1 0%

6 专家支持 3 次 3 次 3 100%

7 水质检测 2 次 1 50%

8 修建 1 个洗手台 1 个 1 100%

9 修建 1 个村公共浴室 1 个 1 100%

10 成立 7 个学生俱乐部 7 个 7 100%

11
组织学生俱乐部开展关于饮
水、卫生和健康的培训的

场次
7 场次 0 0%

12 参加学生俱乐部培训的学生
人次数 506 人次 0 0%

13 协调员入户拜访 324 户次 103 32%

14 项目经理实地督导次数 24 次 10 42%

15 当地合作伙伴督导次数 8 次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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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果乡中心校的洗手台，水质浑浊，无法直接饮用

项目图片

拉果乡饮用水水沟拉果乡 1 组村民用水现状

拉果村目前正在使用的水池

这条水沟的水是拉果村村民的饮用及生活用水，一
旦下雨沟水就会特别浑浊，无法使用

农户住房

拉果村的垃圾池在村子边缘上，使用的村民并不多

乡政府饮用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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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技术人员黑惹有色在拉果村选择并确定了水池修建点拉果乡启动会议

项目为项目协调员比布里黑和布子尔色开展
为期三天的入职培训

项目在拉果村成行动小组委员会，并对小组委员会
成员开展培训

挖掘水池雏形 工作人员督导工程

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工程建设

项目动工

蓄水池主体结构浇灌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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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管道铺设乡镇领导视察工程

引水入村管道沟渠挖掘 浴室修建

蓄水池工程主体建筑基本完工 水质质量检测

村民参与饮用水健康知识培训村民积极参与村庄环境卫生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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