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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 CBIK 崭新的明天 

 

朋友们、同事们：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CBIK 的

支持，秋去冬来、光阴如梭，CBIK

在成立 12周年之际迎来了一个全新

的时期。随着政府和社会对慈善、

扶贫、环保以及民间组织越来越多

的重视，CBIK 的事业无疑将会有更

大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我们对

中国的公益事业、CBIK 的发展充满

信心与希望！ 

让我们携起手来，将博爱的精神

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少数民族和

贫困社区，为了一个生物多样、文

化多元的多彩世界而努力！ 

   

  作为新的项目部主任，我从无

数前辈手中接过了 CBIK，因此既感

到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我一定

继续遵照 CBIK 支持少数民族、扶助

贫困群体、保护自然环境和倡导公

平正义的宗旨和使命，积极致力于

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

村建设的事业，让 CBIK 博爱和公平

的精神更加发扬光大。能够成为

CBIK 的一员，我由衷的感到骄傲和

自豪。 

      

     （项目部主任 尹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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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 
 
 

老挝: 小国寡民的宁静之邦 

尹 仑 

 
老挝似乎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国家，位于澜沧江下游的这个丛林内陆国家与云南一衣带

水、山河相连，而数百年来的默默无闻和与世无争又极其容易令世人忘记它的存在。我记得

当我和一个非洲朋友说起老挝时，他疑惑地看着我问：“你说的是索马里南部的一个地方吗？”

这就是老挝，540 万的人口，23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里没有泰国的浮华、越南的张扬和柬

埔寨的磨难，老挝是一个宁静的安逸之邦。 

2007 年 11 月份，有机会再次来到了这里，开始了一个月难忘的老挝之行。 

 
万象：地中海风情的湄公河之都 

 

万象位于湄公河边，在这条河流流经的

六个国家中，老挝是唯一一个把首都修在河

边的，而且也是边境上，因为河对岸就是泰

国，因此万象是当之无愧的湄公河之都。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词来形容，那么

对于万象就是“朴素”，作为首都，她朴素得

有点难以令人置信。这里没有耸立的摩天大

厦，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交通阻塞与

废气污染。进入万象城，沿途大都是三两的

行人和不超过四层的房子，但这些外表简单

的房子却隐约可以看出当年法属殖民地时期

的欧洲风格，那些百叶窗和回廊露台，透着

一股依稀的地中海风情。  

市中心的万象大道一看就知道是模仿法

国的香舍丽榭大街，路的尽头依然是拿破仑

凯旋门的翻版，据说老挝的这个凯旋门是法

国人于 1960 年所建，后来美国人用修建飞机

场的水泥做了进一步的加工，要不是因为富

有法国凯旋门的结构并加了一个老挝本土佛

教特色的顶，这个高 49 米的建筑并不十分吸

引人。走进凯旋门更是令人大失所望，里面

像是还未完工的建筑工地和小商贩集市的混

合，不过在顶部如佛教寺庙的建筑里，可以

俯瞰整个万象市容。 

凯旋门周围的公园是中国为老挝举行

东盟首脑会议而特意修建的。它位于市中心

大道中央，面积 4万平方米。有了这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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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门被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棕榈树中，显得

不那么突兀。公园中鲜花遍地，绿草茵茵，

两座音乐喷泉更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把中

心大道点缀得分外妖娆。但显然中国人比较

低调，把纪念碑修得很难让人发现，不像日

本人到处在它援助修建的道路边印上太阳

旗。 

万象大道的另一头是老挝的总统府，一

幢白色的地中海式建筑。大道两边的其他欧

风建筑也都是政府和金融的重要部门，总理

府、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守卫森严的美国大使

馆就位于这一区域。这里也有大众化的集市，

比如当地著名的早市，因为便宜很多外地游

客都慕名来这里购物。 

在万象最舒服的一件事就是拿着一杯

老挝啤酒坐在湄公河边走神，看着湄公河静

静流过，河风轻拂，于是闭上眼睛，似乎呼

吸到了地中海的蓝色空气。 

 

塔伦寺里的“非洲佛” 

早就和几个同游老挝的非洲朋友说他

们长得像和尚，大概是由于他们剃光头的原

因，但他们就是不信，于是带他们来到了塔

伦寺。塔伦寺位于万象的北边，是万象甚至

老挝的标志性建筑，这个寺庙的主体部分修

建于公元 900 年左右，从庙门回廊上所用的

朱红色漆依稀可以看出当年真腊王国和中华

帝国的亲密交流关系。 

餤晚上到了塔伦寺，正好碰到了当地的

佛节，老挝全国数百名僧侣每年此时都会来

到这里，接受信徒的布施。僧侣们围绕塔伦

塔周围的回廊或坐或睡，信徒们则手持鲜花

顺时针绕塔而转，扩音机里传来诵经的声音。

看着四周的僧侣，非洲朋友们终于明白了为

什么我说他们像和尚，摸着自己的光头相对

而笑，纷纷要求与真正的僧侣们合影留念，

争相称自己为“非洲的第一个佛”，并且要买

僧袍来穿，逼得老挝朋友不得不很严肃地说

僧袍是很神圣的，不能随意穿着。于是“非

洲佛”们又一窝蜂地跑到了一群老挝僧侣旁，

凝听诵经并得到了吉祥符，看着他们和僧侣

的亲密合影，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文化碰撞

吗？  

离开塔伦寺时已经是深夜，“非洲佛”

们仍然兴致昂扬，也许他们就是佛祖在塔伦

寺为非洲播下的火种。正在这样想着，一个

“非洲佛”过来认真地问我能否找一本佛教

经书给他，因为他觉得佛教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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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满记忆的大石缸 

早就听说在老挝北部的高原分布着成百

上千个石头做的大缸，据说有三千年以上的

历史，至于是谁修建了这些大缸，以及这些

大缸的用途，众说纷纭。当地农民至今仍然

浪漫地认为这是八百年前一个真腊国王为了

庆祝战争胜利而修建的用于装盛葡萄酒的大

缸，一个世纪前来到的殖民先生们经过调查

和研究，得出了他们的科学结论，说这是装

放死人遗骸的棺椁。在双方都没有确凿证据

的情况下，我宁愿相信前者，憧憬这些硕大

的石缸曾经盛满了飘香的佳酿．．．．．．远处日

落西山，夕阳轻抚着这些静静伫立的千年谜

团，和它们一起醉了。 

突然，一个个散落于石缸之间的圆形大

坑惊醒了我，这些大坑是那么地突兀和霸道，

出现在了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它们是三十

年前美国空军留给这片古老土地的创伤和疤

痕，当年美国军队认为这里隐藏了大批越共

游击队，又不“方便”自己亲自来围剿，于

是派出了大批轰炸机对这一区域进行了狂轰

滥炸，无数大石缸被毁，剩下的也成为了真

正的墓地。 

看着千年的石缸，以及越战留下的弹

坑，试图努力地想象当年的情景，直到远处

朋友大声唤我离开。装满记忆的石缸，你为

什么而来？你经历过什么？也许永远没有人

再知道。 

 
河边的万永 

有水流过的地方总有灵气，而同时有水

又有山，则是大自然的特殊眷顾，如丽江和

桂林，在老挝万永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万永是一个依河而建的小镇，河的左岸

有很多欧式风格的庭院和建筑，它们大都是

最近几年修建起来的酒店和旅馆，游客们坐

在阳伞椅上，饮着啤酒，晒着太阳。河的右

岸有很多峰峦叠起的山丘，然后是村庄、田

野和农舍，当地人仍然有条不紊地从事着日

常生活和劳作，他们也许不知道，这些都为

对岸的人们提供了一幅迷人的美景：烟雾缭

绕、河水碧绿、青山叠嶂、耕田井然，鸡犬

之声相闻，偶尔有三两村民在河边洗衣，或

在河面泛舟捕鱼，俨然是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这就是万永小镇引人入胜的地方，近五

年来当地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每天大约有三

百六十人到这里观光，其中大部分是西方人。

游客们最爱到河中嬉戏，有喜欢休闲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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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型游泳圈，躺在上面，手中拿着一瓶

啤酒，顺着河水悠悠飘下；有喜欢刺激的，

坐在一个类似独木舟的摩托船上，在河面疾

驰。 

夜晚的万永又是另一番模样，各类的西

式酒吧、餐厅门庭若市，河边也点起了堆堆

篝火，有人弹着吉他而唱，一轮明月挂在万

永河的上空。 

 
 

磨丁：老挝的深圳？ 

 

老挝有三个省和中国接壤：南塔、澳德

色和丰沙里。磨丁位于南塔省，这个小镇比

省会还要繁荣，一座本应出现在大城市中的

豪华酒店伫立在小镇中，显得很突兀，与周

围的环境不十分协调。问了随行的当地官员，

原来磨丁是一个经济特区，用来吸引中国的

投资。 

进入磨丁特区，仿佛到了中国的县城，

一切是那么的熟悉，街道上都用中文的标示，

商店的名称也是中文的，大部分商品都来自

云南。街上的人大都说着版纳的方言或者傣

族话，还有湖南、四川和东北等其他地方的

中国人。在个小店吃了一顿饭，拿出了几十

万的老挝币付款，四川老板拒收，说要人民

币。 

吃完饭后顺着中国援建的道路往边境

口岸走去，对面便是西双版纳的磨敢。未来

经过这里的昆明至曼谷高速公路通车之后，

磨丁也许真的会成为老挝的深圳。 

回到了万象，又来到湄公河边望着流水

出神，二十天的旅程即将结束，老挝似乎正

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小国寡民，鸡犬之声

相闻。但远处的霓虹闪烁，似乎也预示着这

里的宁静也即将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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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介绍 

 

禄劝县云龙乡实施的小额贷款 

邹胡东 

 

摘要   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很多农户依然在过着艰苦的生活，家庭不是很富裕，

需要用钱的时候手里还是很拮据，这样的情况在西北部更是比较明显。所以项目

进行了小额信贷的尝试性试验，希望能够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采用的模式是五

户联保的形式，大家共同分担责任，承担风险，这样有利于资金的回收，形成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 

 

由生态农业与云南山地生计发展项目所支持的小额贷款项目在禄劝县云龙

乡云利村委会实施已经快 3年了。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两次试验，第三次也正

在运作当中，项目人员相信这种模式可以长期可持续地运作下去。 

1．第一次小额贷款 

第一次尝试的小额贷款运作时间是 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 5 月份，农户从

2005 年 8 月份开始贷款，每户 500 元，时间为半年，还款时间是 2006 年 2 月份。

当时有 27 户参加贷款，实行的是五户联保（借鉴孟加拉的模式）制度，总的金

额为 13500 元，由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参与贷款的人自己约人进行联保，可以跨

小组。 

实施的情况是云利村的金多有 9户组成一个组；龙海德有 8户组成一个组；

小营村有 5户组成一个组；小河边 3户与老房子 2户加起来 5户组成一个组。管

委会成员都是当地村民，共 5人：王家德、刘庆芳、徐光丽、杨自丽、李卫兰；

会计：杨自丽；出纳：李卫兰；主任：王家德。当时没有利息，每户每月交 2

元的管理费，半年要交 12 元。 

 

2．第二次小额贷款 

第二次是由云龙乡的农村信用社来支持的小额贷款（在 2006 年，信用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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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 20 万元的小额无息贷款），村民自己选出 4个人到银行进行贷款，分别是：

徐光丽贷款 5千元、陈义兰贷款 5千元、李卫禄贷款 5千元、王家德贷款 5千元。

总计资金为 2 万元，参与贷款的农户为 20 户，每户 1 千元，也是 5 户联保，因

此就有 4个小组。 

管委会成员有了改变，李卫兰退出，重新选上了陈义兰。这时的管委会成员

是：陈义兰、王家德、刘庆芳、徐光丽、杨自丽；会计换成刘庆芳；出纳换成徐

光丽。这次农户的贷款要收取 5‰的月利息，贷款 1千，一年要收 60 元的利息。 

 

3．贷款程序 

进行贷款的农户自己约人组成一个互助小组，小组成员自己选出一个组长报

给管委会。农户要贷款，写申请给组长，组长核实贷款原因的真实性，组长通过

后，要在申请书上签字；上报给管委会，管委会成员召开会议，通过后由管委会

主任签字；审核通过后拨款给互助小组的组长，小组组长拨款给农户；收款时由

小组长收款交给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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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还款情况及管委会用钱情况 

（1）还款情况 

第一次贷款，每户贷款金额是 500 元，还款方式是每个月还一次，前 5个月

每月 86 元，第 6个月是 82 元。第一次累积管理费资金 324 元。 

第二次贷款，每户贷款数额是 1千元，利息是每月 5‰；还款方式分 3次，

前 4个月还款 200 元，再 4个月还款 600 元（考虑到中期的 4个月是在农作物收

获之后，农户卖烤烟、马铃薯等作物有收入），最后 4 个月还款 260 元。第二次

累积利息 1165 元，其中有一户家人生病，管委会免除利息。 

在两次的贷款中，农户都是比较讲信用的，农户全部按照管委会的规定，还

清了贷款。这也使大家相信继续做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2）用钱情况 

第一次的小额贷款为 13500.00 元，管委会收回来后没有继续留在小额信贷

的管委会，而是用于金多苗族村的建设上。第二次的小额贷款 2万元，信用社收

 
 
 
 
 
      自己约人组成一个小组，实行 5 户联保 

农户 农户 农户 

农户 农户 

小组长 

管委会 

写

申

请 

审核

签字

递交 

 
小组长拨款给农户 

管委会主任签字，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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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没有再放给村子里。在两次的小额贷款中收到的管理费和利息是 1489.00

元。 

 

5．村民互助会的建立 

由于小额贷款的良性运行，以及各方的资金筹集，现在管委会已经有了 3

万元的小额贷款资金，每年能够收回利息 2千元左右；根据实行的情况管委会和

农户商量后决定每年还款一次，五户联保的制度不变；这样的改变节约了成本，

每年还有一部分钱滚进小额贷款的本金里。村民在 2007 年 12 月成立了“云利村

村民互助会”，每年过节会拿出 5、6百元作为村里的文娱活动的主办经费，比如：

唱歌比赛、打弹弓、打篮球等等活动；使村里的邻里关系更为融洽和谐。 

 
 

附件： 
社区发展基金协议 

 

甲方：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乙方：社区互小组 

 为确保小额信贷能正常、健康运行，更好地为协会服务。加强社区内村民团结；培养社

区“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谋求社区内村民共同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

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共识。管委会一次性贷给每户农民资金 500 元，贷款期限 6 个

月(2005 年 8 月 27 日—2006 年 2 月 27 日)，乙方每月还一次款，包括：本金 84 元，管理

费 2 元(利息暂时不收)，共 86 元；6 个月还清。 

一、甲方的权利及义务 

1、 权利 

(1) 审批小组提交的申请 

(2) 若乙方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甲方有权收回。 

2、 义务 

(1)指导并监督乙方工作 

(2)向项目申请社区发展资金 

(3)向项目提出对社区农户进行有关的各种生产科技培训 

(4)帮助互助小组搞好小额信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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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权利及义务 

1、权利 

(1)审批农户提交申请 

(2)若甲方不按协议执行，乙方有权向项目反映 

2 义务 

(1) 出现、发现问题应及时向管委会汇报 

(2) 协调好户与户之间的关系 

(3) 按时还款(若到还款期限乙方没有收回所有资金，由乙方筹集归还甲方。注每月还本金

84.00 元，管理费 2.00 元，每月合计 86.00 元。 

(4) 乙方应团结互助，互相监督。 

 

 

甲方：社区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甲方代表： 

 

乙方：小河边老房子互助小组          乙方代表： 

 

 

2005 年 8 月 27 日 

                                 

 

 

云利村社区发展基金会会员入会申请表 

 

    我自愿申请加入云利村社区发展基金会。按贷款数额的 10%缴纳会员费，贷款数额的

上限为人民币 1000 元。入会后遵循基金会章程，按时参加基金会的各项活动及规章制度，

若有违反，自动取消会员资格，并不得享受协会的各种利益，会费不予退回；遵守规章制度，

会员自愿退出基金会的，会费予以退还。 

 

                                        申请人： 

 

                                        审批人： 

 

                                                   年   月   日 



 11 

 

社区发展基金借款申请书 

 

申请人姓名：   门牌号：                               

人口： 

 

申请金额：   大写：                                 

抵押物：     

担保人：   

申请户签名： 

申请日期：   

 

组长审批：    日期：                                

批准金额： 

 

   主任审批：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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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活动 

 
 

 2007 年 11 月 30 日到 12 月 3 日 研究会项目部主任尹仑、项目人员李永祥博士和吴霞出席了

在老挝举行的山区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会议，会议由老挝国家农业林业研究协会（NAFRI）与

日本京都大学共同举办。 

 2007 年 12 月 2 日 社区生计部主任任健和邹胡东参加了由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

在北京举办的“2007 可持续农业展览”，宣传了研究会在可持续农业发展方面的项目工作，同

时向参观者赠送了与荷兰外部低投入和可持续农业信息中心合作的《可持续农业》杂志。 

 2007 年 12 月 4 日 传统知识部主任崔长建、流域部刘春雨到泰国考察“东南亚河网在湄公河边

的社区做的社区主导式研究方法”。 

 2007 年 12 月 15 日 项目部主任尹仑与生计部邹胡东到北京参加中国世贸网会议。 

 2007 年 12 月 18 日 CBIK 邀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利红、陈虹老师、尤明青老师

共同探讨“《物权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主题。 

 CBIK 第三期论坛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在 CBIK 会议室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和谐发展研究中

心秘书长孟繁臣先生给大家演讲“民间组织如何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发展”。会议上 CBIK 项目人

员也向与会者介绍了 2007 年的项目进展和取得的成果。 

 2007 年 12 月 24 日 在 CBIK 办公室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平安夜晚会，晚会主题“2007 法兰西之

梦——圣诞火锅红酒平安之夜”。CBIK 所有成员齐心协力为前来参加晚会的朋友们准备了一顿

丰盛的晚餐，并组织了各种丰富的游戏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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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员、理事、同事和合作伙伴， 

感谢您一年来对研究会工作的支持。在 2007

年中，通过大家的努力，研究会又取得了很多成

绩，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肯定。我们谨代表机构

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感谢，并把对 2008 年的祝福

献给所有为研究会的成长付出辛劳的您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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