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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保小组到村民自治

一个农村综合社区发展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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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贷女性不贷男性

2005 年之前，肖丽华还是云
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来乡民
良村一名女性村民，每天在家就
是田间地头和自家房屋两点一
线生活， 也不太愿意抛头露面，
而 2005 年在民良村出现的一个
小额信贷项目令她的生活有了
改观。

“以前外面大部分事情都是
老公打理，妇女主内，我们也没
啥爱好，干农活养小孩嘛，村里
都这样。 ”肖丽华回忆说。

2001 年， 时任爱德基金会
副秘书长兼农村发展部主任的
丘仲辉来到沧源县推行“小额
信贷”项目，几年推广逐步在全
县覆盖。 按照爱德基金会“小额
信贷”项目规定，“信贷额度可
分为 1000 元、2000 元、3000 元
三个等级，特殊情况最高不超
过 5000 元。每年年中和年未为
还款时间， 每次规定还一半，
年利息为 6%。 且只贷女性不
贷男性，沧源县境内所有农村
妇女只要认为自身有偿还能
力都可以选择相应等级的信
用贷款。 ”

爱德基金会云南项目主管
李娟说：“之所以只贷女性并不
是性别歧视，主要还是想帮助妇
女能够在生活中发挥更多作
用。 ”

2005 年 2 月，肖丽华第一次
听说小额信贷项目后，经过申请
顺利贷到了 1000 元。 当时只敢
申请最低额度，肖丽华说：“怕自
己还不上呗，不敢多贷。 ”

拿着 1000 元信贷资金，肖丽
华购买了生猪、小鸡种子和饲料
开始家畜饲养，而在过去她家只
能耕种水稻、油菜、蔬菜、玉米
等。“饲养家畜成本高，当时也拿
不出那么多钱， 种蔬菜成本低，
只能耕种农作物， 收成也低，每
年全家年收入也就 13000 元左
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肖丽华
说。

遵照承诺分别于 2005 年 8
月和 2006 年 2 月将这 1000 元还
清，2006 年肖丽华又贷款 2000
元，2007 年至 2014 年，肖丽华每
年都能贷到 3000 元， 可耕种农
作物类别大为增加，蔬菜、油菜、
佛手（药材）、树、竹子、核桃、茶
叶等均出现在她家农地里，家畜
饲养也丰富起来，家庭年均收入
达到 23000 元。

从“联保”到“中心组”

2001 年爱德基金会在沧源
县境内首次实施小额信贷项目
后发现，该县农村妇女贷款热情
很高，为了保障“小额信贷”的回
款有保障，项目要求妇女在贷款
中必须找到一个人担保， 推荐
种、养殖业务相同的 5 户居民进
行互相担保。

这样原始却有效的担保模式，
利用的正是民间基层的互信机制，
已经被许多从事“小额信贷”项目
的公益机构使用。“采用 5户联保，
使得贷款人明白贷款责任和小额
信贷安全，帮助资助对象更应该使
他们明白权益和义务。 ”爱德基金
会项目官员李娟说。

肖丽华 2005 年 2 月加入“小
额信贷”后，从 2006 年开始选择
了本村和自己生产发展模式相
同的 5 户进行“联盟”并相互信
用担保，继续进行小额贷款。“5
户就是自己找，种、养殖农作物
相近就好，相互之间给对方信用
还款担保，就能贷到钱。 ”肖丽华
说，她近些年的贷款均来自于“5
户联保”为她提供的信用担保。

“5 户联保”的出现给当地妇

女进行“小额信贷”带来了便利，
也使得 5 户间产生了彼此依赖
和信任。

然而，爱德基金会的尝试并
没有止步于此，随着“小额信贷”
逐步推进，当地出现了更多的“5
户联保”， 在沧源县境内一个村
有时出现几十个“5 户联保”，这
数十个“5 户联保” 形成了乡村

“中心活动组”。

综合发展计划“升级”

例如，像肖丽华一样在民良
村的各个“5 户联保”组织就组成
了“爱德乡村发展协会民良村中
心活动组”。活动组由“5 户联保”
的群众集合而成，由小额信贷作
为基础形成的乡村社区自治组
织，这一组织的设立，本意是团
结更多乡村群众，增强乡村家庭
之间的零距离沟通。

但这个完全由群众自发成立
的组织，开始运作起来并不顺利。

“农户间田地分割是否公
平？ 垃圾池修建村东头还是西
头？ 艾滋病如何防治？ 这样的事
情有时就会演变为争吵，几乎每
星期都会发生，农户们都要坚持
自己的意见，这样长期下去村里

根本没办法发展，光靠着国家几
个低保和政府政策还是有些发
展滞后。 ”肖丽华有些无奈地说。

但在村民们拌嘴过程中，中
心活动组却悄然发生着变化。

几天后，肖丽华看到中心组开
始制定起组织的村规民约， 所有
中心组成员进行投票选举中核心
成员 5 名， 分别是中心“主任”、

“副主任”、“会计”、“出纳”、“妇女
主任”，这 5 名“领导”来负责组织
中心活动组学习、培训、建设工作。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机构能
力建设，通过小额信贷光把人组
织成机构没用，要使机构能够良
性自我运转，这才是社区综合发
展项目想要的。 ”李娟说。

2007 年，肖丽华在这次中心
活动组的“改革”过程中，很荣幸
地被推选为“妇女主任”。 为此，
她的工作不再只是通过小额信
贷发展生产，还要对中心活动组
的妇女情况了如指掌。

“选出这 5个领导后，我的电
话也突然多了起来， 原来在家好
几天手机都不响一声， 现在响个
不停，防治病虫、计划生育、歌舞
表演都找我， 我一下成了啥事都
能办的万灵通。 ”肖丽华笑着说。

（下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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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年前， 时任爱德基金会副秘
书长兼农村发展部主任的丘仲辉来
到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调研，决定推
广小额信贷项目。

时至今日，项目已经从本金 20万
元累积到 300万元， 在沧源县 8000
户居民中滚动，造福当地数万人。

而 14年中， 随着小额信贷项目
而诞生的一个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
目也正在逐渐展现出他的魅力：从基
本的 5户联保信用机制，到一个村里
所有参与 5户联保的家庭结成“中心
活动组”商议大事儿，再到各个村子
的“中心活动组”联合成县级的“乡村
发展协会”， 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村社
会治理综合社区发展路径慢慢形成，
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就是这次实践
的样本。

“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项目，就是
围绕社区做综合治理和发展，通过恢
复自然系统、 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
的构建。农村社区建设工作都是围绕
着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展开的，即解决
温饱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说
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保护环境，这两
点不能相互排斥，而是要协同发展。”
爱德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仲
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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