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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村，一位大学教授的扶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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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在 2011 年制定了到
2020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这是国
家自推动扶贫工作以来决心最
大、资金资源投入也是最大的扶
贫行动，其力度前所未有。 河边
村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践是
在中国公益界集体支持下，在精
准扶贫场域中发挥独特性作用
的成功案例。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
从事扶贫研究超过 20 年， 他于
2015 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
腊县河边村注册成立的“小云助
贫中心”， 做出了一个公益资源
和政府资源合作的样本，这一样
本被广泛传播和学习。

那么，小云助贫中心所做出
的这一成功样本，其发起成立有
着怎样的背景？ 项目的模式以及
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其模式是否
具备可复制性？ 接下来又有怎样
的规划呢？ 为此《公益时报》对小
云助贫中心发起人李小云进行
了专访，一起来听听他与河边村
的故事。

为什么做河边村项目

2015 年 3 月，小云助贫进驻
云南省勐腊县瑶族村寨河边村，
短短两年的时间，河边村项目已
经得到云南省政府的认可，并在
全省推广。

在李小云看来，公益组织要
想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变革中的
一个积极力量，必须明确如何和
政府建立起一个比较积极的关
系模式，这个关系模式基于两个
条件，一个是确保中国的政治社
会相对稳定，不能制造断裂和麻
烦，另一个是服务于这个关系构
建之间要能够提高资源的互补
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不要
产生浪费。

“政府和公益组织用于发展
的资源，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资
源，要能够产生互补性，提高效
率，这个互补性在于过程中民间
组织本身要能够呈现出的独到
的作用。 要让公益组织的作用、
地位不可动摇，不可或缺，那么，
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公益是否
做到了这点呢？还差很远。 ”李小
云强调。

作为较早开始研究扶贫问题
的学者之一， 李小云认为在开展
扶贫工作中，资金、思路、政府的
领导和规划都是不缺少的， 唯一
的问题是如何到达贫困的“最后
一公里”，这个问题还解决不了。

在李小云看来，扶贫工作是
一项非常科学和严肃的工作，需
要很高的技能，而公益组织应该
不断去探索和学习，因为它有这
个使命。 作为研究扶贫问题的学
者，他想做一个实验，看公益组
织怎么在“最后一公里”做到让
政府和老百姓都需要，将政府放
在“最后一公里”的钱花得专业
和有效。

上世纪 90 年代， 李小云曾
经去过勐腊县，那时候当地留给
他的印象还很不错。 两年前，当

他再次来到勐腊县，到河边村做
扶贫调研的时候，他被村子里的
情况深深触动了。

因为这里没有一处像样的
房子，村里的孩童光着脚在冬日
冰冷的地面上行走和玩耍。 农户
居住分散、交通极为不便、生产
生活方式落后、 社会发育程度
低、贫困程度深、自我发展能力
弱、脱贫主观能动性不足等问题
突出。

为什么不能够沉下来，利用
自己的学术成果， 配合党委、政
府和当地村民一起探索实践，为
河边村开出一副发展致富的良
方？

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在这里
开始他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的实验。

勐腊县位于云南省最南端，
与老挝接壤。 下辖的河边村是一
个蓝靛瑶自然村寨，背靠热带雨
林，每到甘蔗成熟的季节，总有
野象来啃食庄稼，甚至还发生过
闯入村里的情形。 由于交通非常
不便，河边村在整个勐腊贫困县
可以说是条件最差。

由于交通、 道路情况太差，
只要一下雨，村民基本就被困在
家中。 并且，村里的很多人家都
处于负债状况。 李小云经过调研
发现， 河边村 2014 年到 2015 年
的每户平均收入是 13277 元，人
均纯收入是 3193 元 ， 远低于
2014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的 10489 元， 也远低于云南省
2014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7456
元。

因此，如何解决河边村这样
的结构性贫困，是李小云实验的
初衷。

为河边村开出一副发展致
富的良方

2015 年 3 月，小云助贫中心
在勐腊县民政局注册成立了。 勐
腊县各个部门在小云助贫中心注
册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县
扶贫办作为业务主管部门、 县民
政局作为登记管理部门支持小云
助贫中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

据李小云介绍， 小云助贫中
心的全职人员目前只有三人，一
个专职项目官员， 一个司机兼项
目官员，还有一名会计。小云助贫
中心项目的执行通过动员和吸收
各种类型的专业志愿者来完成，
这些志愿者包括李小云的同事、
学生、通过招聘到的专业志愿者，
例如房子设计的志愿者等。

“对于深度贫困的群体来
说，若让他们的收入提高 20%(而
全国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率为
9%~10%)，按照这个水平，农民永
远无法脱贫， 所以我们提出，河
边村要走出收入陷阱的话，收入
至少提高 100%。 ”这是李小云经
过详细计算得出来的结论。

基于这一结论，李小云提出
河边村必须发展复合型产业。

“我们分析了当地的特点，
比如自然资源、 气候资源等，最

后我们决定，可以利用当地的气
候资源优势， 比如冬能避寒、夏
能避暑；同时在当地的热带雨林
里面， 有亚洲大象等自然资源、
旅游资源，还有瑶族自身的少数
民族文化。 可以把河边村打造成
一个小型会议村，以会议、培训
为主，再加上度假、休闲旅游、亲
子活动等， 作为一个主导产业。
按照这个主导，我们有了自己的
公益产品， 叫做瑶族妈妈的客
房。 ”李小云介绍道。

在此基础上，李小云理出了
河边村的项目模式：

第一， 发展主导性产业，河
边村这个地方有着很多的优势，
全方位的气候资源、热带雨林景
观、附近还有望天树景区这个旅
游资源。 基于这样的判断，李小
云计划将河边村打造成高端会
议经济旅游小镇。 房子盖好之
后，前来旅游、开会的人可以住
在瑶族人家的客房里，与他们一
起生活，形成“嵌入式”居住，让
农民的收入实现大幅度的提高。
这是李小云勾画的脱贫蓝图上
的主导性产业。

第二， 发展辅助性产业，“小
云助贫”项目组通过微电商平台，
瞄准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里中高
端消费人群，打造河边村小组“天
然雨林鸡蛋”品牌。“天然雨林鸡
蛋”直供上海、北京等地，卖到 10
元一个， 为村民带来了不菲的收
入。据李小云介绍，未来还将开发
包括古法红糖、蜜柚、芭蕉、木瓜、
蜂蜜等在内的一系列天然产品，
同时，也会发展冬季蔬菜，增加辅
助性产业的内容。

第三， 发展基础性产业，即
当地现有的种植业， 比如水稻、
玉米、甘蔗等。

“这三个层次加起来，农民
的收入就不止原来的水平了。 ”
李小云说，不解决收入增长的问
题，他们就只能在贫困的陷阱里
打转。

“我们计划在三年的时间
里，实施以生态健康和经济宜居
为原则的人居系统的建设，帮助
村民摆脱居住和环境对收入积
累的消解；完成村内基础和公共
服务设施的基本建设，使其不再
成为改善升级和生活的障碍 ;建
设高产值、市场导向型的生态型

生产升级系统，摆脱对雨林资源
的依赖和破坏以及长期低收入
的状态；发育人人参与的公益型
乡村治理模式，改变贫困乡村服
务和治理的落后局面。 ”李小云
表示。

实现政府资源与公益资源
的结合

规划的落实需要资金的支
持，通过与政府、公益力量的结
合，中心找到了一条协力发展的
路径。

来自政府的配套资金有
1000 余万元，用于建设住房和基
础设施等。 为了不增加农户的债
务， 小云助贫中心先后于 2015~
2016 年两年，通过腾讯“99 公益
日”为河边瑶寨的村落建设和瑶
族妈妈的客房建设进行了公众
筹资，分别筹集善款 110 余万元
及 60 万元。 通过与具有公募资
质的机构———爱德基金会、中国
妇女发展基金会签订了项目执
行协议，全程监管善款的使用情
况。

通过这种机制小云助贫中
心还吸引了招商局基金会、澳大
利亚大使馆等机构对项目的捐
赠，由“99 公益日”筹集的善款及
其他资助机构获得的善款共计
达 300 余万元，主要用于村落景
观建设、示范楼居、示范客房的
建设以及瑶族妈妈客房装修的
材料补助等方面。

“99 公益日筹款的那部分钱
会给农民部分补贴，一户两万多
元，用于窗户、被褥、灯饰等锦上
添花的装饰。 例如做瑶族妈妈的
客房，如果没有政府投资建设的
房屋和基础设施，我们的工作也
是无法开展的。 这就说明了公益
资源一定要用到技术含量最高
的地方，不能取代政府的资源。 ”
李小云总结道。

“做一件事最关键的是一定
要有创新、要专业。 我们的工作
方式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补充
政府工作之不足。 通过弥补政府
工作的不足，创造公益组织独特
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通过在政府
开辟的场域中发展，呈现自己独
到的作用，进而从根本上奠定公
益组织在社会中的作用，让大家

看到你的价值。 做出成绩后，社
会就不能否认你的价值。 ”李小
云强调。

在这种扶贫模式下，政府和
公益组织实现了很好的结合。 然
而，这样的结合也存在很大的挑
战。

“小云助贫中心把一种非常
现代的理念植入到了一个非常
传统和落后的村庄里面，这中间
存在一个很大的断层， 在管理、
市场化方面都存在断层，农民跟
不上，也不可能组织起来做这样
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下一步
的工作重点，就是如何同农民建
立一种关系，一种机制，去展开
工作。 ”

李小云告诉记者，他们在当
地遇到的问题是其他公益组织
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是更深层次
的问题。“第一，公益组织把一种
先进的、现代化的理念引到乡村
以后，如何让这些理念变成乡村
自己的？ 这个挑战是很大的，我
们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
在探索， 因此现在放慢了速度。
第二，公益组织创新到了第二阶
段之后， 如何能够帮助农民创
新， 让农民自主和市场对接，这
个难度太大了。 现在一般的做法
是公司加农户，但有的时候这种
做法并不理想，所以我们现在做
的事情确实是遇到了公益行业
的一个瓶颈，治理和创新能力不
足。 现在的问题是，当地农民还
是依赖小云助贫，而外界还没有
真正了解当地人自身的需求，以
及他们的能力在哪里。 ”

“小云助贫计划在楚雄帮助
UNDP 和云南省妇联做一个项
目点; 计划在五指山帮助 UNDP
和海南省政府做一个项目点。 在
恩施，我们将为新湖集团扶贫社
区提供公益方案支持。 这说明我
们的项目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
谈到小云助贫未来的规划，李小
云谈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
何和市场对接，如何营销。 目前
的情况是， 当地项目还不能离
开小云助贫中心， 当地政府也
没有能力接手， 所以我们也有
一个规划， 未来可能通过社会
企业的形式来做这些工作。 ”李
小云强调。

通过规划，河边村展露出全新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