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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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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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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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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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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周期为 9 个月，覆盖项目村 107 户农户。项目将运用资助方的资金为当地修建一个近 80 立方米的蓄

水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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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幼儿班的孩子们在做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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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宣传和综合培训，宣传和培训内容覆盖饮用水安全、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传染

病的防治、毒品的危害等

2. 提高农村儿童健康水平：为村民和学校的孩子发放卫生用品。

3.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改善：修建蓄水池、洗手台。

25-30户农户 → 1个村民行动小组

3个村民行动小组 （107 户 农户）→1个项目经理

项目结构

1个项目经理

13 个

小组委员会

成员

107 个 

参与的农户

3个

村民行动

小组

3个

小组

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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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布拖县牛角湾乡社区能力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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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个家庭，共 1211 位村民；40 名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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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用水困难 独居老人蓄水池

召开会议入户拜访 

给村民们发放衣物

查看水源情况

幼儿班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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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 科普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