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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全球抗击贫困
在中国内地投入超 14亿港币

2018 年新春，来自于国家级
贫困县———陕西省绥德县、以生
态小米制作的琼锅糖，出现在香
港中环的乐施商店里。

琼锅糖能走出贫困乡村，走
向繁华大世界，为贫穷农民带来
收益，得益于乐施会和当地的项
目合作伙伴（西安农夫市集）一
起推动的小农陪伴项目。

助力陕西贫困县脱贫

2018 年初，为了了解琼锅糖
的制作过程，乐施会工作人员前
往陕西省富平县，一行人在高速
公路上遭遇了当地 8 年来最大
的一场暴雪。

“地处偏远、远离市场、极端
气候， 正是许多小农面对的困
难。 ”乐施会工作人员感慨。

陕西省有 50 个国家级贫困
县，位于黄土高原的富平县和绥
德县是其中的两个。 绥德县是琼
锅糖主要原料小米的生产地。 但
是当地多年来使用化肥农药耕
种，环境恶化。 农产品更是陷入
低价竞争的困境，耕作所得不足
以糊口， 农民纷纷放弃入城，加
速了乡村的衰落。

从 2016 年起，乐施会的项目
合作伙伴西安农夫市集组织的
“小农陪伴项目” 支持陕西省多
个农村种植小米、大豆等不同农
作物。 在绥德县马家川村，项目
推动农民以保护生态的方法种
植农作物， 提供生态种植培训，
并搭建销售平台，办起市集。

在项目协助下，当地农民不
再使用化学肥料、 农药除草剂
等，而改以天然的方法种植生态
小米。 这不但打破了农村环境恶
化的恶性循环，更为大家提供安
全的食品。

乐施会的合作伙伴还在富
平县找到有 30 年琼糖锅制作经
验的孙师傅，用马家川村生产的
生态小米， 历时 40 多个小时的
手作过程，制作出传统工艺糖果
琼锅糖。 琼锅糖不但大大带动了

生态小米的销售，也让更多人认
识优质食材和传统手艺的价值。

帮助陕西省的农民脱贫，是
乐施会在中国内地开展扶贫工
作的一个缩影。 中国内地是香港
乐施会的重点工作地区，大约一
半的项目开支被投放在中国内
地。 香港乐施会创立于 1976 年，
在世界各地以务实及创新的方
法，协助贫穷人改善生活及持续
发展。 目前，全球 19 个乐施会联
会成员分别在 70 个国家（地区）
开展项目工作。

关注全球及区域脱贫与治理

目前，全球还有 8 亿的贫困
人口， 要实现 2030 年消除极端
贫困的目标仍然挑战很大。 2017
年，1%最富裕人口攫取 82%的财
富，财富底层 50%人口则一无所
获。 乐施会表示期待与国内外各
方携手合作，贡献全球可持续发
展目标，致力消除贫困。

基于乐施会在全球丰富的扶
贫工作经验， 在近日于上海召开
的“世界公益慈善论坛”上，乐施
会组织了以“新时代的全球及区
域脱贫与治理”为议题的讨论。

菲律宾乐施会国别主管费

乐歌是这个讨论环节的主持人。
现在负责乐施会在菲律宾扶贫
工作的费乐歌，之前也曾在香港
乐施会开展政策倡导工作，因此
对中国、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
家开展扶贫工作遇到的挑战深
有体会。

谈到乐施会在菲律宾的扶
贫工作遇到的困难， 费乐歌表
示，目前国际援助已经不再把菲
律宾当作重点援助国家，这和因
为中国逐渐强大后，国际援助也
开始减少对中国援助的情况差
不多。 所以目前对于她来说，向
国际社会筹集更多的款项，以支
持乐施会在菲律宾开展扶贫工
作，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实际上，菲律宾贫富差距非
常严重。 ”费乐歌介绍，菲律宾仍
然非常需要外部资源的支持。 在
菲律宾， 贫穷是一个更加复合性
的问题， 其中不仅有收入少的因
素， 还在于当地存在自然灾害较
多、殖民地后遗症等社会问题。

费乐歌强调，菲律宾目前面
临的各种问题，仍然需要国际机
构的援助去解决，仅仅依靠其国
内的力量， 不能有效地解决问
题。 比如，民众的教育水平很低，
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少等问题。

另外，在菲律宾开展工作还
会遇到其他挑战。 比如，一旦政
党换届，之前出台的政策可能被
调整，政策连贯性差意味着民间
组织的工作也要相应作出较大
调整甚至从头再来；而菲律宾的
本土民间组织受限于资源少，能
维持基本生存，但很难有长期的
发展规划， 员工的流失率也很
高。“我们也希望对当地的民间
组织进行支持。 ”费乐歌说。

综合扶贫方法战贫穷

在经历 4年多战火纷飞的叙
利亚，推动卫生教育，让卫生问题
不再成为当地家庭的负担；在伊拉
克难民营开展工作，让难民营的儿
童找回欢乐；与坦桑尼亚的小农同
行，开展剑麻种植综合项目，增加
当地人的收入；在缺水的墨西哥城
帮助居民安装雨水收集系统，改善
当地人的生活；在印度帮助家暴的
妇女重新寻找回身上的力量，去开
拓新的幸福生活……

不仅是向贫穷人口提供衣
食所需，在世界的 70 个国家（地
区）， 乐施会运用综合的工作手
法，解决贫穷问题。 乐施会相信，
通过个人改变、制度变革及社区

发展，终有一天，贫穷可以绝迹
于世上。

从 1987 年开始，香港乐施会
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
灾救灾工作。 2017 年，乐施会的
北京办事处、云南办事处、甘肃
办事处、广东办事处相继成功注
册， 目前可以在内地全部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

截至 2018 年 3 月，31 年来，
乐施会在国内 31 个省份开展赈
灾与扶贫发展项目超过 3500
个， 投入资金总额超过 14 亿元
港币。

来自乡土、用生态小米制作
的小米琼锅糖登上了香港市场，
这大大鼓舞了马家川村村民继
续种植生态小米的士气，也吸引
愈来愈多的小农加入生态种植
的队伍。 在乐施会的帮助下，除
了小米外， 村民还种植绿豆、红
豆、黑豆等杂粮，也有村民开始
尝试养鸡， 用鸡的粪便代替化
肥，最终实现种植及养饲相结合
的生态种养，使环境得到更好的
保护， 并培育出更好的食材，换
取更好的生计。

从当地人脸上绽放的笑容
上，可以看到的是，通过努力战
胜贫困的希望。 （徐辉）

2018 年 9 月 27 日， 世界自
然基金会（WWF）发布最新报告
显示， 中国象牙禁贸令自 2017
年 12 月 31 日生效以来，已产生
显著成效，但仍需长效努力和行
动，并对重点人群施加影响。

WWF 与 独 立 调 查 公 司
GlobeScan 合作开展的 2018 年象
牙消费者调查研究中发现，象牙
禁贸令的支持率很高，9 成的受
访者表示支持象牙禁贸；相比较
2017 年发布的禁令前研究，受访
者在过去 12 个月进行的象牙制
品消费已大幅减少；当受访者了
解政府的禁贸规定后，未来总体
购买意向下降至 14%。

2018 年以来，WWF 走访的
禁令前允许合法交易的象牙制
品指定销售点均已关停。 绝大部
分被调查的城市以及网络平台
上的非法象牙交易数量均有明
显下降，有非法象牙制品出售的
店铺数量相比去年下降了 30%。
另外，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
非法象牙制品广告量持续下降，
新增广告数量比 2017 年下半年
分别下降了 27%和 11%。

调查中发现几个问题值得关
注： 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成为
象牙非法贸易的热点区域， 如广
西东兴和凭祥。 在这两个城市以
及成都、 重庆和杭州的市场上发

现的象牙制品量不容小觑， 合计
超过了所有调查城市（23个）所发
现象牙制品总数（2812件）的一半
（56%）；中国象牙拍卖市场作为象
牙禁贸后的唯一可能的合法商业
交易渠道，自 2017 年以来表现活
跃；另外，消费者调查中，受访者
能够主动回想起象牙禁贸令的比
例相较于 2017 年的禁令前研究
翻了一番，但仍然只有 8%。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象牙
禁贸令的颁布实施正在产生积极
影响。但是，持续的消费需求和消
费者对象牙禁贸法规缺乏足够的
认知， 以及一些个别热点地区法
律监管与执法力度不足等， 都促

使我们在这些领域付诸更多努力
去应对。 ”WWF全球野生动物项
目主任Margaret Kinnaird表示。

调查人员通过对拍卖市场
的古董象牙拍卖的观察显示其
背后可能隐藏有非法象牙贸易
的漏洞。 2018 年对北京、上海、苏
州、 南京等地举行的 17 次拍卖
会的预展会中发现，拍卖会缺少
有关部门的批准及并不符合相
关要求。 其中有 7 场明显违反了
与象牙拍卖有关的法律和条例，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 219 件象牙
制品，价值约 630 万~700 万人民
币。 在调查期间，调查人员还发
现混淆拍卖物品名称以规避象

牙拍卖监管的情况。
“这三项调查研究为中国政

府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和
推动公众教育来确保象牙禁贸
取得长足有效的影响提供了重
要数据支撑。 中国关闭合法象牙
市场为其它国家作出了表率。 ”
WWF 中国野生动植物贸易项目
主任徐玲表示：“我们希望这些
研究结果将在 10 月伦敦举办的
‘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大
会等重要国际场合作为促进相
关国家交流和采取措施的依据，
以建立起一个以遏制象牙走私
和非法贸易为目标的统一战线，
有效保护野生大象。 ” （高文兴）

我国象牙禁贸易初见成效
WWF称应持续减少需求以确保长远影响

乐施会相信，终有一天，贫穷可以绝迹于世上 马家川的农户（中）与西安农夫市集工作人员交流小米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