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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年度总结报告 

 

一  前 言 

北京绿十字自 2003 年成立至今，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走了近 10

年，有推动生态环境整治起步，开展垃圾分类，发展绿色经济，提高村民生活质

量的的“五山模式”；有开展环境教育、宣传推广绿色产品，增进民族团结的“穆

罕默德·王台”项目；512地震后，积极组织志愿者参与救灾与捐助活动，在“南

都公益基金会”支持下，在灾区成立了“服务于灾区的乡村规划和重建工作室”，

深入四川重灾区，创新了灾后重建的“渐进式” 住房模式，深受当地政府和村

民的欢迎，并培养了本土的农民精英，为农村灾区规划维护生态环境的灾后住房

重建工作，把环保融入到村民生活，并结合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生

产和生计的发展，增强了村民的自治力和凝聚力。 

我们与政府合作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从生态环境建设入手，从一个个村的项目

做起，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到推动整个乡镇的新农村建设，从中取得了许

多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对近 10 年参与农村建设

的经验做了总结，并在乡镇、农村干部、有关的社会组织和专家学者中进行了推

广，以便于他们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中，与各级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特

别是与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发展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湖北省 2012 年

11月 8 日启动的“绿色幸福村”建设示范工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为了让更多的人掌握农村建设的思想和方法，使更多

的农村受益，因此从 2012 年开始，在往年农村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意识

的总结一些理念和方法，对新农村建设多开展咨询并多组织一些培训，供有志于

农村建设的基层干部、社会组织与基金会的人员和学者借鉴，并于 2012 年末与

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结成新农村建设

理论与实践研究合作伙伴，达成深化新农村建设的框架协议。 

 

二  项 目 和 活 动 介 绍 

 

1、“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 “郝堂茶人家”项目：本项目是

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合作进行的，项目至 2013 年 3 月截止。项目主要涉

及到资源分类、环境保护、小流域治理、社区参与、村民自治、旅游文化、有机

农业、农村养老资金互助等等方面，在平桥区五里让办事处郝堂村探索未来农村

建设和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河南省和全国新农村建设及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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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探索政府、村委会、社会力量合作建设新农村的机制，由绿十字与相应的专

业机构合作进行。  

资源分类和搞好卫生的工作成本低见效快，修建了资源分类中心，建立了常

规化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给每户两个垃圾桶，用于干、湿垃圾分类，垃圾分类

成为村民的生活习惯，对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项目不搞大拆

大建，重视旧村保护，体现时代性的记忆，启发干部和村民对旧房价值的认识和

审美观念的提升。项目体现了绿十字“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的理念，实现

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建设，项目以村民为主体，实施的 提高了村民的参与能

力，奠定了村民自治的基础。经过两年的建设，完成了 100 户群众改水改厕工程，

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然条件，帮村民实现了家庭沼气计划；改造 80 亩水稻为荷

花塘，是生活污水最终分解消化的地方，起到美丽景观和净化家庭污水的作用；

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包括垃圾分类、环境教育、农家乐管理、有

机茶园种植技能、群众建房知识等等；营造茶文化的氛围与景观农业，在出村沿

河两岸建设可观赏的 50 亩的精品有机茶园，在小学里开设茶文化课程 ；发展并

培育本土物种，进村道路两侧 2000 亩土地种植了紫云英，为土地解毒，修复土

壤的肥力；村民制订了村规民约，在建新房和旧房改造中，村民按要求申报、审

核、批准，杜绝了乱搭乱建现象，提高了乡村的凝聚力。 

项目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郝堂村发展成为保持传统农耕文明的新型农村

社区。 

湖北省钟祥市客店镇的大学生村官刘艾林到郝堂村参观后说：“我们来到郝

堂村的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在这里，纸盒、衣物、塑料、橡胶、金属等等都有各

自划分的区域，还有专门用于处理不可回收利用的垃圾的焚烧区。生在农村、长

在农村的我从未想过，在农村，也需要对垃圾做出如此细微的分类，这让我对于

自己平时脱口而出的‘环保、绿色、可持续’深感惭愧。”他又说：“我们相继

邂逅郝堂村的稻田、堰塘、水库，邂逅每一处流水、每一棵花木。一路走来，村

子里建筑基本保持着传统的形态，没有统一的模式，也并非一味的翻新除旧，更

看不到用规划生硬切割过的痕迹。我所能感受到的，没有商业的味道，没有开发

的色彩，有的只是纯粹的乡村社会，乡村生活、乡村环境、乡村和谐。这里才是

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村庄，真正属于百姓自己的家园。” 

2、北京绿十字农村工作经验总结与推广项目。项目实施时间是 2012 年 3

月至 12 月，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 

通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北京绿十字农村工作经验总结与推广培训会于 10

月 21 日-26 日在河南省信阳市信阳师范学院举行，参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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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基金会、信阳市和绿十字项目点的村镇干部共六十多人，还有闻讯自费

前来参会的政府和乡村干部。由绿十字及其合作机构与专家组有关专家孙君、宋

庆华、陈长春、尤金鑫、李昌平、王佛全分别讲授了“乡村规划解析”、“社区参

与思想与方法”、“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与管理”、“有机让生活更美好”、 “三农不

同发展阶段及其不同社区综合发展之政策与策略选择”、“乡村资源管理解决方

案”等课程，前五天主要通过授课并与学员互动的形式进行，在这个交流平台上，

也有许多学员介绍了他们成功的经验。10 月 26日，学员们参观了绿十字在信阳

的农村项目“郝堂茶人家”。郝堂村给人的第一印象，也就是与周边村不同的特

点是没有垃圾，民房的改造是修旧如旧，让村民体会到旧房的价值，郝堂村的水

系、道路、建筑、产业、环境、文化、村民自治等给了学员很深的印象，了解了

农村建设的专业化需求和因地置宜推广的重要性。通过课堂讲授和实地参观，学

员们对绿十字乡村建设的理念“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纷

纷表示对他们的乡村建设有实际的指导价值。  

湖北省保康县中坪社区党委书记黄森林在培训后说“培训班安排的课程紧紧

围拢新农村建设这个主题，由各路专家为学员们讲经授法，释疑解惑，还组织实

地参观了“北京绿十字”在信阳市平桥区建的郝堂茶人家示范村，受益匪浅。我

们感到头痛无比的各种垃圾，在“绿十字”工作者眼里却成了宝贵资源。“绿十

字”的培训为我们这样人口集中的新型社区解决垃圾出口提供了思路，而参与式

的工作法为我们社区党委今后改变工作方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学会了参与式工

作法，必使我们社区工作者懂得了沟通的重要，懂得了尊重居民会让好事办得更

好，会让居（村）民对社区党委更加信任。我们将这次培训的内容都作了认真的

记录，还拷贝了了孙君老师的 PPT 演示文件，让社区干部们学习讨论。”广水市

两圈办主任华运鹏自费参加培训后说：“我明白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与农耕

文明保护的意义，明白了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动力所在，明白了乡村文化

旅游农民参与的重要性，明白了乡村规划、有机农业、资源管理的方法和途径。

我感动于绿十字团队每一名专家、工作人员对事业的执着，感动于他们为探索中

国新农村建设道路所付出的艰辛的努力，感动于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凝聚

的强大的合力。”成都益从社区发展中心主任倪凯志说：“孙君提出‘把农村建设

得更像农村 ’，已成为目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理论思想。在孙君老师的介

绍下，我们了解到，绿十字在农村工作中，从家庭环境入手，从村庄卫生入手，

废弃物分类、沼气系列综合利用，低碳生活、有机生产。把科学普及化，把知识

平民化，把艺术生活化，是近十年的主要工作。” 

3、草海幸福小镇项目。这是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推荐，与贵州省毕节市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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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草海镇人民政府合作开展的银龙镇幸福小镇项目。银龙村，是个座落在草海

边上的村庄，它的八个村民小组散落在草海边上，村民人均收入 1150 元，是威

宁县一个极为贫困村庄。 

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草海成为百鸟水禽栖集的乐园，种类多达 150 种。

其中属国家一类保护的珍禽有黑颈鹤、白头鹤、黑鹳、白鹳、白尾海雕等；二类

保护的有白琵鹭、鸢、白尾鹞、游隼、红隼、灰鹤、短耳号等十余种。 

威宁县是招商局的扶贫对象，草海镇银龙村幸福小镇是招商局集团为改善该

村村民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而在威宁县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建设区域涉及草海

镇银龙村二、三、四、五村民小组，该区域现有住户 324 户，实有人口 1542 人。 

经绿十字专家团队的考察，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建，项目定位于保留银龙村

田园风貌，对生态环境、鸟类保护和乡村旅游实施保护性开发、构建农村养老基

金、培育合作经济，增加村民收入等方面。 

绿十字与合作机构在银龙村小学组织开展了“幸福是什么？”研讨会，包括

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委员会在内的银龙村 40 余名村民，幸福小镇建设管理委员会、

草海镇人民政府、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招商地产等利益相关方代表悉数到齐，开

展“幸福是什么？”的小组讨论，村民纷纷发表了自己对什么是幸福的想法，“一

是路，二是水、电，都通了就幸福”、“不要到外地去流浪，在本地可以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幸福”、 “把孩子带大，把房屋修好就是幸福”„„，并

由老师引导，对“我们能做什么？”发表见解、制定目标并提出行动计划。研讨

会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了村民们如何更好地“开会”，更有效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

中来。 

为配合村里的资源分类等工作的开展，在银龙村小学校进行环境教育培训。

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从孩子们的教育开始，让孩子们监督家长，推动资源分类的

进行。 

4、客店水墨坪 洞里贵妃人项目。应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湖北省发

展与战略规划办公室之邀和钟详市客店镇人民政府的委托，与政府合作，对水没

坪村的新农村建设从环境改善、景观设计和开发、唐文化遗风打造、贵妃醉茶下

午茶开发与体验、优势旅游资源的挖掘和提升等几个方面展开工作。项目时间

2012年7月到2014年6月。 

水没坪村是娘娘寨村的一个村组，交通不便，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贫穷，民

风纯朴、村落基本保持原始状态。该村位于国家级风景区名胜区——湖北大洪山

风景名胜区腹地，紧邻湖北旅游名村——赵泉河村，国家 4A 级景区黄仙洞景区

内。这里的村民 80%都姓杨，他们自称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的后裔，说是当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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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躲避战乱，杨贵妃的家族躲进了这深山老林。 

由于各种原因，村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致富。希望受助于绿十字农村建设理

念和实践，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让广大村民的生活和生产得到根本改善，步入

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项目初期村选举了实施项目的领导机构和村民代表，每晚，村民在村办集中

观看两集电视，以增加乡村的凝聚力。 

绿十字在水没坪村给全体村民进行了资源分类管理的培训，第一部分为美学

欣赏，开拓村民的视野，让他们懂得欣赏美；第二部分为资源分类管理的意义和

实施办法，最终目标是做到“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为配合当地开展资源

分类活动，还专门设计印制了水没坪村资源分类挂历5000份分发，反映很好。12

月，水墨坪村在全村实施资源分类，每户门口放置2个分类框进行垃圾分类，每

户都设有小型的焚烧炉，对一些不能回收利用的塑料等进行处理。分类中心由村

民自己选址，12月开始下了地基 ，因水墨坪冬天天气寒冷不易施工，分类中心

预计在2013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5、河南省淅川县毛堂乡桥沟村资源分类项目 

桥沟村位于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西北部，有 1300多人， 400 多户，总面积 10

平方公里。村中生活垃圾随意乱倒，造成道路两旁、树林垃圾的堆积，牲畜喂养

也产生很多垃圾，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厕所采用简单的方式处理，

不干净不卫生，也不利于粪便的利用。农户自己家的家庭环境卫生状况也很糟糕，

急需改变。 

经当地政府的邀请，绿十字在桥沟村村委会对桥沟村的全体村民代表和淅川

县的部分领导进行了资源分类管理培训。培训过程中分享了绿十字在其他村庄实

行资源分类的经验，并为村民介绍了国外一些先进的资源分类的做法，让村民们

打开了眼界，并为该村制定了资源分类管理实施方案。参加的村民挤满了村委会

办公室，现场气氛活跃，为桥沟村的环境治理开了先河。 

资源分类是小事，可是小事不做好就是大事。项目实施前，村的垃圾已经严

重影响农民的生活与文明，所以绿十字希望镇政府与村委会能把这件小事当大事

来抓，实行“户分类、村收集、村/县处理”的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建立分级管

理运行机制。利用农民的“面子观”引导农民营造文明乡风、树立珍爱家园的风尚，

开展学生评比、群众评比、县镇检查组评比等环境卫生评比活动。结合资源分类

开展了一些活动：组织村内广播、学生演出和文娱活动；组织资源分类评比活动，

建立奖惩制度；把资源分类相关制度融入村规民约；在学校教学中纳入资源分类

的内容，组织孩子不定期在学校及周边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和环境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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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实施中，还教会了村民从源头减少垃圾的方法，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对家庭内外的卫生提出了要求，发动村民制定卫生公约等。 

6、湖北省郧县樱桃沟村资源分类咨询项目 

樱桃沟村位于位于郧县开发区，有 1630 人 427 户。这里花果成林，满眼绿

色，是一个标准的山区小村。村基本保持了原生态的面貌，但垃圾、污水任意倾

倒，环境卫生不佳，需要整治。由湖北两圈办徐新桥主任推荐，绿十字合作机构

承担该村旅游发展的策划和实施，绿十字负责做好环境整治和推动村资源分类工

作。项目时间：2012 年 10月至 2013年 9月。 

项目初期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了三次资源分类知识培训，讲授了资源分类的

意义和具体操作办法，成立了垃圾分类工作小组，动员妇女主任发动全村妇女制

定资源分类制度；明确修建资源分类中心的条件和地点，并开始修建资源分类中

心；调研了村家庭污水排放对土壤的危害和对景观的影响，研讨了污水处理实施

方案；动员学生监督家庭搞好垃圾分类工作；推动建立资源分类评比、监督检查

机制。 

开始实施垃圾分类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思想上没有真正重视，监督管

理制度仅留在纸上，村民没有自觉形成讲卫生的生活方式，因此出现了反复。针

对出现的弊病，年前又重新动员和培训，调整了实施方案。 

7、与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合作推动湖北省鄂西圈“绿色幸福村”示

范建设工作。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发出了“建设美丽中

国”的号召，为此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发文：关于印发鄂西圈“绿色幸福

村”示范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鄂战略规划办文〔2012〕41号），文中多处借鉴

绿十字新农村建设的理念、经验和成果，比如：“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首

先从整治环境开始、垃圾按干湿分类、停用一次性物品、保护良好自然生态，不

搞大拆大建、保留有历史的房舍、发展原种植物保持良好植被、整合多方资源、

建立养老组织、成立农民合作社、倡导“孙氏水卫处理系统”等等。提出积极推

进“绿色幸福村”试点建设，旨在保护原生态村落的自然风貌和历史悠久的农耕

文明，把农村建设得“看起来更像农村，住起来更比城市”，从 2012 年 11 月 8

日起正式启动“绿色幸福村”建设示范工程，在湖北省 8个市、州（林区）各遴

先一个自然村试点，作为鄂西圈建设示范项目，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还命名了

湖北省第一个绿色幸福村——绿十字生态文明建设“五山模式”的堰河村，可见

绿十字新农村建设项目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8、深入推动新农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建立三方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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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深化，绿十字与湖北

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三方经协商，达成了共

同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复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框架协议。 

绿十字负责乡村建设事务；拟定推进乡村建设总体方案；拟定遴选标准和验

收标准；参与示范乡村提名和遴选；提供已建、在建以及三方合建乡村详尽的数

据资料和策划方案等，已建的堰河村已被湖北省命名为唯一的“绿色幸福村”。 

 

 

三机 构 动 态 

 

1 月 7 日，绿十字与合作机构北京社区参与主任宋庆华在草海镇银龙村主持了 

“幸福是什么”研讨会，村两委和 40 余名村民代表，幸福小镇建设管委会、草

海镇政府、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招商地产等代表参加了研讨。  

1月 8日，在临沂市兰山区，绿十字会见了区委耿书记，与方城镇副书记一起交

流了诸满项目的后续工作，书记们说一定会把绿十字的理念变成现实，让项目落

地。  

1月 9日，绿十字成员到地诸满村，与村书记刘敬之一起考察了诸满村项目的落

实情况。  

1 月 12 日，在绿十字举办了草海幸福小镇项目协调会，北京社区参与、中国乡

建院、远方网、互满爱人与人、北京三色生态科技研究中心、绿野方舟、金色啄

木鸟等单位参加了讨论。  

1 月 16 日，陶康华邀请绿十字前往上海崇明岛海立方项目考察，与董事长李新

苗、陶康华教授、专家胡立业、胡建一等进行了交流。  

1 月 25 日，绿十字成员与李昌平参加了平桥区郝堂村夕阳红老年养老互助经济

合作社的分红活动。 

1月，绿十字孙君被评为 2011年度北京市社团系统先进个人。  

2月 4日，绿十字在郝堂村与李工一起与水利局张副局长商讨村水系改造的有关

事项，并向村一、三号院的主人灌输以旧修旧的理念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2月 7日，绿十字成员与平桥区王继军书记为茶坛的选址，在郝堂和佛山村进行

了考察。  

3月 3日，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李兵弟，襄阳新闻网，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和绿十字等一行 10 人，应

邀到五山镇考察，为打造“幸福五山、和谐乡村”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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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草海银龙幸福小镇“草海梦想”研讨暨启动大会在威宁县召开，绿十

字和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及相关专家团队参加了会议。  

3月 20-22日，绿十字工作人员和乐施会成都办工作人员一起考察了彭州桃花镇

和小鱼洞镇，为双方下一步合作选择合适的农村。  

3 月 28 日，绿十字成员与崔德基、柳建、荣俊霖等到淅川县桥沟村进行考察，

绿十字主要负责当地资源分类工作的推动。  

4月 5日，王继军约绿十字检查郝堂村项目进展，对一、二、三号院、道路、水

坝、学校大门的建设提出意见，为更好治理污水决定扩大荷花塘的面积。  

4月 12-14日，应香港大学事务管理中心高永贤邀请，绿十字到香港大学与港大

学生交流中国乡村建设的经验。  

4 月 21 日，为叶榄发起的“墨子绿色和平奖”在郝堂村颁发，绿十字向王继军

书记建议，得到同意，绿十字是该奖的协办单位。  

4月 30 日，绿十字成员参加开文环境地图网站公益沙龙，分享新农村建设历程，

与来宾们探讨乡村环境的改善。  

5月 4日，绿十字参与郝堂村项目扫尾协调会，针对进村的标识、村里的绿植面

积、旅管理与服务的培训、对村民旧建筑的改造、学校和图书馆建筑的完善等等

工作进行了安排。  

5月 4日，作为“芯世界”公益创新奖的入围机构，绿十字成员在上海参加了“芯

世界”的一系列活动。  

5 月 12 日，应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办公室副主任徐新桥的邀请，绿十字

到湖北省钟祥市客店镇水没坪村作项目前期调研。  

5月 19 日，平桥王继军书记决定继续与绿十字合作推进郝堂茶人家项目。  

5 月 23 日，绿十字应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邀请，在河南省淅川县毛堂乡桥沟村

进行乡村资源分类管理培训，并为该村制定资源分类管理实施方案。  

5月 25 日，NGO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举行。社区支持农业研究

推广中心、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瀚海沙、小毛驴市民农园等到会，绿十字工作人

员参加了活动，分享了绿十字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 

5 月 26 日，绿十字工作人员给淅川县部分干部和桥沟村全体村民做了资源分类

管理培训并制定资源分类管理实施方案。 

5月 27 日，绿十字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给桥沟村村民发放了环境卫生公约。  

6月 4日，绿十字讨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未来乡村系统性建设，明确下半年在

郝堂项目中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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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9-10 日，绿十字成员与平桥区委书记王继军书记交流有关郝堂村旧房和村

委会的改造、茶体验区定位问题。  

6月 12 日，2010-2011年中国绿色年度人物颁奖仪式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举行，

作为历届获奖嘉宾，绿十字出席了颁奖典礼。  

6 月 13 日，绿十字参加慈善招商基金会副秘书长召开的关于草海幸福小镇项目

的电话会议。  

6月 17-19日，绿十字成员陪同北京轻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杨西京和各部门负责

人到郝堂村赠送有关茶文化及茶种植；低碳、节能、绿色、可持续发展新农村；

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及食品安全；农村旅游开发及实施等书籍 700 多册，参加了乡

村图书馆的奠基仪式并带领轻工出版社领导到五山镇堰河村参观。  

6 月 19 日，2012 年第六届“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发布仪式在共青

团中央礼堂隆重举行，团中央、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丰田中国领导，专家学

者、媒体和学生约四百余人参会，绿十字作为往届代表应邀参加了仪式。  

7月 6-7 日，应湖北省郧县陈茹副县长的邀请，绿十字前往郧县及该县的樱桃沟

村考察，郧县是亚洲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人的发祥地，也是世界上唯一发现恐

龙化石的地区，樱桃沟村的自然风貌好，以乡村旅游开发为主。  

7 月 13 日，绿十字成员与北京非星级酒店联盟主席姜海星交流邀请绿十字项目

点农家乐员工到北京进行管理与服务培训的情况。  

7 月 17 日，绿十字赴钟详市客店镇水没坪村进行深度调研，协调未来一年的项

目工作内容，同时走访了周围的村庄，为将来整个娘娘寨村的总体建设和发展进

行铺垫。  

7 月 18 日，绿十字成员到客店镇，向客店镇陈忠副镇汇报水没坪村的项目策划

书，陈忠表示满意并提出一些建议。  

8月 5日，绿十字参加南都公益基金会举行的韩国社会企业访问，并对韩国的新

农村建设进行调研，他们的的乡村建设有很多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7月 30 日，512地震后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支持设立的绿十字

四川办公室，负责灾后部分农村住房和生计重建，因项目结束因而撤消。  

8月 6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导娜拉老师带领刘畅等四名学生到绿十

字访谈，调研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发展、项目资金的募集以及有没有自主创新资

金来源渠道等，绿十字进行了接待。  

8 月 11-12 日，为 10 月在信阳市举行南都基金会支持的“绿十字农村建设经验

总结和推广”培训会及参观郝堂村，绿十字到信阳平桥区党校联系，落实了会议

期间的吃、住、行和会场等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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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 日，郧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将绿十字成员郧县调研的随笔以参阅件的形式，

发放到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人民政府供他们参考和

学习领会。  

8月 17 日，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闵书记带了一帮人到郝堂村参观。  

8月 24-26日，为规划郧县的项目，绿十字和陈长春、鲍总、丁华忠等前往作进

一步考察。  

9月 7日，在郝堂绿十字成员与区委王书记商讨郝堂村老街的改造，与鲍总和苏

总讨论二号院和四号院的改造。  

9 月 28 日，北京市党校宋冰等三位老师到北京绿十字了解环保 NGO 生存的法律

环境，有什么困难和希望等，绿十字进行了接待。  

10月 10 日，应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徐新桥的邀请，绿十字到湖北

省广水市武胜关镇考察。  

10月 20 日，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原定在信阳市平桥区召开的绿十字农村工

作经验总结与推广培训会因故临时改址到信阳师范学院举行，会务组和总部的工

作人员紧急联系全国的参会代表。  

10 月 21-25 日，绿十字农村工作经验总结和推广培训会在信阳师范学院举行，

来自全国的基层乡镇、村干部、有关 NGO 和基金会的代表六十多人参会，信阳市

民政局局长邹洪和副局长吴本玉到会祝贺并讲话。李昌平、宋庆华、孙君、陈长

春、尤金鑫和王佛全讲授的农村社区发展、乡村规划、公众参与、有机种植、乡

村旅游和资源分类管理与操作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10月 24 日，绿十字成员陪同北大经济管理学教授杨勋来到郝堂村参观，杨郧对

郝堂村的发展给以肯定，并希望积极参与绿十字的项目。  

10月 26 日，绿十字带领参会代表到郝堂村参观，郝堂村整洁的环境、农村田园

风貌和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乡村金融给代表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 28 日，绿十字成员到武汉大学，与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签署了共同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文化复兴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框架协议。  

10月 29 日，在武汉市省发改委培训中心，绿十字成员向湖北两圈办系统，各大

景区及相关领导做了有关乡村规划落地的讲座，受到到会嘉宾的热烈欢迎。  

11 月 5 日，绿十字工作人员到湖北客店镇水没坪村项目点，在水没坪村给村民

进行资源分类的培训，并和政府村干部一起制定资源分类的方案。  

11月 10 日，在信阳，王书记、禹局长、鲍总、康总和绿十字研讨郝堂学校会议

中心、妇女手工作坊和和二号院的装修风格与材料，希望项目有一个好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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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13 日，绿十字工作人员到贵州威宁县草海镇就草海幸福小镇项目与当

地政府和村委干部进行了交流。  

11月 15 日，绿十字工作人员和陈长春、丁华中、鲍总、郑工等与郧县政府和人

大的领导对樱桃沟村的项目进行了交流。  

11月 20 日，湖北省两圈办副主任徐新桥约绿十字和楚天都市报记者到堰河村作

深度调研，并于 22 日在楚天都市报报导了堰河村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2 月 1 日，“首届刘老石新农村建设协作者论坛”在信阳市举行，绿十字工作

人员出席了论坛，并作了“把农村建设得更象农村”和“绿十字农村项目中的垃

圾分类”的演说。  

12 月 6-7 日，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在西安召开，年会主题是“建

设美丽中国——创新工作，促进发展”。绿十字出席了本届年会。   

12月 7 日，社区参与行动成立 10周年庆典在和平里大酒店举行，各界人士一百

多人出席，绿十字参加了庆典仪式。  

12月 17 日，绿十字和陈长春、丁华中到广水市桃源村进行深入调研，又走访了

附近的类似村庄。在绿十字和政府干部推动下，村民对陈年的垃圾进行清理，为

今后资源分类工作的实施进行了准备。  

12月 20 日，绿十字成员赴水没坪村检查资源分类的运作情况。该村每家每户都

开始了垃圾分类工作，资源分类中心也在修建中。由于天气寒冷，分类中心预计

在明年春天建成并投入使用。  

12 月 23-24 日，为提高员工的技能，绿十字联系成都赛点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的

专家对全体员工进行了 PPT技术、演讲力、有效沟通、志愿者团队建设、财务管

理和项目管理培训。  

12月 26 日，绿十字成员到郧县樱桃沟村了解新农村项目开展情况，并与县委胡

书记进行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