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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秦村有爱
感恩永续 



秦家坎村，这个在四川5•12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村庄，全村的房屋96%都倒塌，当其他人还沉浸在巨大的

悲痛中，他们已经开始整理废墟上的心情重建村庄。也正是他们第一批住进了新房。2009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上播出的是他们的新房。是他们最先接受绿十字的渐进式住房，是他们与绿十字一起共同走过灾后农村的重

建、重生。

我一直记得那个风风火火快人快语的村主任李军，当第一次我们走进秦家坎的时候就有村民拦住她的车诉

苦。她的家境比较富裕，她并不住在乡村，但依然一腔热血地投入到村庄的灾后重建中来。于是，向李军一样

的许多村领导带领着村民们开始重建，现在的秦家坎，已进入重建后的第二阶段，生活改善、产业发展的阶

段。到过秦家坎村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村庄很干净，村庄重建后，垃圾分类系统也随之建立起来，村庄的环境与

过去相比得到极大的改善。绿十字在村庄重建的过程中就要最大限度地避免以前村庄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对

健康生活的重视程度不高等等。

地震不仅摧毁了房屋，也摧毁了村庄的经济支柱，所有的一切都要重建、重生。像是一次涅槃的过程。绿

十字与村里多次探讨达成共识，改良土壤，恢复曾经辉煌的贡烟种植。发展农家乐，让村民们因地震而摧毁

的经济慢慢复苏起来。并得到南都基金会的项目资助，使秦家坎成为5•12时尚旅游的感受村和爱心传递的感恩

村，让爱与感恩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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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坎村位于四川省绵竹市西北的遵道镇，是遵

道镇下辖的十个村中最大、也是最远最穷、经济最

落后的村庄，距镇子 6公里，全村共3270人，1230

户，耕地2700亩，人均耕地8分，目前主要农作物：

水稻.油菜.小麦，主要经济收入：打工和常规种植。

5.12地震后房屋96%倒塌，全村死亡人数48人。

2008年北京绿十字在灾区调研，充分听取了农村

灾民的意见，了解了他们灾后恢复重建的困难，向南

都公益基金会申请成立四川“乡村规划与重建工作

室”以帮助农村灾民尽快的实现重建住房的愿望，得

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于是绿十字与当地

政府合作，帮助该村制定了发展规划和融入四川蜀汉

文化元素的民居，2009年6月前该村村民已经全部搬

入新家，解决了他们住房重建的问题。

在调研和重建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秦家坎村远

离城市，地域偏僻，村无集体资产，没有其他主体企

业，没有和别人谈合作的资本。而且每年村财政还

要支付五保户、80以上老人、军属、特困户，专业会

计、民兵连长、团委书记、妇女主任、学校看门人和

做饭师傅等人的费用15000元。摆在村干部和绿十字

面前农民的生计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让村民走出困

境？成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按照当时国家农村地震灾区住房的重建政策，

1-3人补贴16000元，4-5人19000元，6人以上22000

元。因为灾区在重建时建筑材料和人工价格飞涨，建

房价格从370元/平米涨到700元/平米，泥瓦工和木

——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秦家坎村启动新的项目

秦村有爱  感恩永续

文/北京绿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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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日薪也从40-50元/日涨到80元/日，小工也要45元

/日。大部分农民除政府补贴的住房款外，都是靠向

亲友借款和国家担保的银行贷款修建的新房，平均每

户农家欠款25000元左右，这成了他们住入新居后沉

重的思想负担，可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过下去啊，有

的村民说：“我们全家吧裤腰带上的钱都拿出来修房

子啦，像这样下去日子怎么过呀！”。村民们意识到

要是不调整他们的生产方式，改变传统的农耕方式，

就无法增加收入，他们就将陷入无法归还贷款和借款

的困境无法自拔，更不要说改善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

了。另外，原地震造成的废墟和重建中产生的建筑垃

圾，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

在该村规划重建时，不仅仅考虑了要解决村民的房屋

重建问题，还考虑了灾后的生计重建和生态重建的问

题。

秦家坎村有优势资源，历史上的秦家坎是一个出

产丰富的村庄，但分田到户后，村附近开办的一个磷

化工加工厂无序的排放污染物和有害气体，影响了当

地的水质和空气，村里带花的植物几乎全都不能生

长。5.12地震震垮了化工厂，绵竹市政府决定将工厂

搬到新建的化工园区。地震后一年来，当地原先受化

工厂污染影响的土地又开始复苏，不开花的果树也已

经重新开花，可见化工厂的倒闭和搬迁给当地环境和

水资源品质的改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给村民们带来

了新物生机。

为此，绿十字提出了生态环境的整治和垃圾分类

怎么推行？产业如何调整？以及怎么成立合作社发展

集体经济等议题，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民积极分子开

会调研和协商，村民希望重新开始发展种植业，决定

在村开展无公害养殖和绿色种植，修复自然生态，

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以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几次会议的精神是：



北京绿十字 乡村建设 

6THE RURAL WAY

THE RURAL WAY

1、关于环境治理和垃圾分类回收，决定在3组做

试点，因为3组的村民在重建中接受绿十字的观念比

较多，重建后已经开始动起来，把自己门前的垃圾捡

捡，把家周围的环境搞干净，但对村里的环境还没有

引起重视，没有自觉的形成垃圾分类习惯，没有垃圾

分类的概念。村里还没有公共厕所，去村里的人没有

地方方便。这件事就由绿十字工作人员配合3组的杨

队长做好村民的工作，从三组开始试点；

2、种特色蔬菜和水果，恢复秦家坎叶烟的种

植。秦家坎村老主任说，秦家坎以前是出产贡烟的地

方，这是有历史考证的，至今武侯祠内都有藏品。肖

书记说，种一些适合当地生长的优质品种的水果和蔬

菜，但需要改良土壤，需要专业人士考察后给出意

见。村李主任说，可以配合特色种植开展具有秦家坎

特色的“农家乐”，要和周边沿山赏花、赏果的农家

乐有所区别。在养殖方面讨论了几次还没有结果，希

望由专业人士于以指点。

3、村组干部和村民积极分子一致同意在3组成立

合作社，对土地进行集体经营，但是需要专家进行具

体的指导。

在具体分工方面，村组干部各自负责他们分内的

事以及与镇领导的沟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绿十字

负责生计规划、进行技术指导并邀请有关的专家和技

术人员，并对村民进行宣传，对外争取得到基金会的

支持。

我们对项目进行了总的构思，以地震文化开发新

型产业结合秦家坎的绿色种植，在秦家坎村开办起观

光农业性质的 “农家乐”， 尽最大的可能增加村民

的收入。在秦家坎村3组切入展开试点工作，取得成

功的经验后，将在秦家坎其他14个村组和遵道镇的村

落全面推广。项目直接受益人将达到三千多人，间接

受益人有两万多人。

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于是

从2009年6月起，“秦村有爱，感恩永续—512灾后秦

家坎3组可持续生机发展”的项目就诞生了。

项目实施方式和项目目标：

1、 开展土壤改良技术培训，用微生物技术对被

污染的30亩土地进行改良处理。

2、 分阶段进行家庭污水处理试验，取得成功的

经验后，在全组修建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所有家

庭的生活污水，使生活污水零排放，达到污水不出组

的目标。

3、 修建资源分类中心，实施垃圾分类。第一

年有70%的村民户做好家庭垃圾分类工作，最终要求

100%实施，做到垃圾不出组。

4、 开垦闲置的废墟河滩地，扩大可耕地面积，

通过农大一些专家实地考察和走访，以特种经济作物

替代常规种植，来增加村民的收益。 

5、 进行无公害种植培训，推广和引进优良品

种，进行绿色种植，探讨“农家乐”发展，开展“农

家乐”知识服务和管理的培训，实施“农家乐”村内

招标。第一年让秦家坎3组的村民把建房欠下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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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借款还上30%，第二年还上50%，第三年归还剩余的

20%。

6、 规划3组的地震废墟地，包括地震遗址规划、

过渡板房区规划、志愿者旅社、感恩墙、512纪念

碑、“义工半小时”工作站等等，，以地震文化推动

农村多元化经济发展。成立秦家坎合作社与感恩基

金，以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村民，把这里建成绵竹

市灾后重建的绿色家园。

7、 举办“秦村有爱，感恩永续”秦家坎地震文

化经济开发研讨会，启动“秦村有爱，感恩永续”体

验式旅游，使秦家坎成为512时尚旅游的感受村和爱

心传递的感恩村，让爱与感恩永续。

由于秦村有爱项目涉及的面比较广，规划好做，

但实施费用尚有不小的缺口，因此除了南都基金会的

支持外，还争取到了香港乐施会的部分资助，同时还

在争取香港守助会的帮助，希望能够给秦家坎村民带

来更多的资源。

项目在在外界的帮助下，由村民自己参与实施，

既可提高村民的参与和自治的能力，又能增加村民收

入，解决还贷还债的后顾之忧，走向致富的道路，项

目也因此不会因我们和专家撤离而中断，确保其可持

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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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0年6月初秦家坎3组召开全体村民大会，。秦家坎3组开组

建种养殖合作社初次会议，通过全体村民举手表决，全票通过组建合

作社。

2、2010年6月秦家坎3组在秦家坎村两委的支持下开始民族选举

合作社管理成员提名。

3、2010年6月中旬秦家坎3组修建完成资源分类中心，并且通过

培训村干部投入使用。

4、2010年6月带领阿拉善和北京地球村的30多名项目官员走访绿

十字灾区项目点，孙君老师为大家讲解了绿十字在灾区重建项目的意

义和方法。

5、2010年6月绿十字带领香港乐施会成都办项目官员实地对秦家

坎3组进行走访和考察。现场讲解秦家坎3组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情

况，乐施会项目官员对村民积极义务参与村改造活动很赞同。对绿十

字提交给乐施会的项目内容进行核实。

6、2010年6月带领绿十字规划团队走访四川省古建筑老师。

7、2010年7月秦家坎3组合作社管理小组由村民二次民主选举成

功。选出5名村民积极分子和原村干部为合作社管理小组成员。

8、 2010年7月渔江村二期工程进入封顶阶段，工作室和村干部开

始商讨商业区运作规划。草拟初期推广模式。

9、 2010年7月绿十字带领香港乐施会成都办项目官员和项目核算

人员，实地对秦家坎3组修建部分进行丈量和核算。

10、2010年8月秦家坎3组举手表决管理成员小组人员，最后杨运

金被选为合作社组长，姜忠友合作社会计、姜忠姝合作社出纳，尹显

德合作社技术指导。贺新发合作社技术指导，秦家坎村主任李军为合

作社监督人员

11、2010年8月绿十字工作人员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在绵民间NGO研

讨会。并且带领北师大的人员走访项绿十字目点

2010年8月秦家坎3组合作社入社会议正式开始，采取自愿拿出自

己土地入社，风险共担形式。

2010年8月秦家坎3组邀请绿十字方工、孙君老师、张继基、成小

东、中国远方网陈长春一起开展围绕秦家坎3组“秦村有爱，感恩永

续” 的地震文化经济发展和规划方案探讨。

12、2010年8月考察彭州小鱼洞四个灾后重建新村，并且在镇领

导的带领下和四个村的村干部一起商议各村的发展项目和优势，一起

讨论出各村发展方向。

13、2010年8月绿十字申报的香港乐施会帮扶秦家坎3组项目批

准，项目进入实施阶段。，

14、2010年8月绿十字规划和设计人员三次到秦家坎废墟地，进

行时代考察和丈量，并且和村干部，村民一起谈论方案。

大事记

秦村有爱

文/王玲

图/覃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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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0年8月渔江村商业区规划方案第三稿递

交政府，由灾后重建办投入建设。推广方案同时提交

给渔江村两委。

16、2010年8月初秦家坎废墟初稿出来，绿十字

规划人员现场一起和村民讨论细节，制定详细规划方

案。

17、2010年8月彭州小鱼洞推广方案初稿出来，

并递交彭州小鱼洞镇党委，但由于初期定位错误，经

过商议重新开始修改项目书。

18、2010年8月秦家坎村两委和3组合作社管理小

组成员到成都学习参与式培训。

19、2010年8月接受托克国际项目组邀请带领绿

十字团队参加他们项目揭牌仪式。让绿十字规划团队

更加深入接触NGO成员。

20、2010年9月带领壹基金成都办项目官员走访

渔江村，项目官员实地和渔江村村民交谈，和绿十字

工作人员针对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交涉。

21、2010年9月秦家坎3组污水处理系统规划终稿

出来，并且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2、2010年9月带领小母牛和NPI项目官员二次走

访秦家坎村3组，他们经过走访后邀请秦家坎3组合作

社管理小组成员到成都参加合作社管理培训。

23、2010年9月秦家坎3组垃圾分类活动正式展开

活动，最初制定的垃圾整治工作方案被否定，二次制

定方案进入实践阶段，由3组村干部开始组织小组成

员进行监督和评比。

24、2010年9月秦家坎3组污水处理工程正式启

动，绿十字技术指导，由管理小组成员请技术工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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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工程，秦家坎全体村民挖沟一起修建污水处

理系统。

25、2010年9月由绿十字组织秦家坎参加在成都

开展的参与式社区学习，让秦家坎村干部学习一些新

方法。

26、2010年9月绿十字做的秦家坎3组规划方案初

稿出来，经过绿十字专家组审核后修改，再拿给村干

部们审阅，提出意见修改规划方案，然后把该规划图

拿给村民看并且一一做讲解，村民提出意见后，好的

地方采纳并且修改规划方案和规划图。

27、2010年9月秦家坎3组在绿十字的倡导，杨队

长的组织下开展垃圾分类学习，并且购买了垃圾桶，

由合作社管理小组进行监督垃圾分类。

28、2010年10月绿十字组织秦家坎3组合作社管

理成员在成都参加农村新型合作社管理办法学习，为

期4天，这之后还会参加第二期和第三期学习和参观

其他成功的农村合作社管理方法。

29、2010年10月合作社小组成员开始带头整理河

滩地，组织村民参与河滩地整理工作。

30、2010年10月绿十字组织秦家坎两委、秦家

坎3组合作社管理小组人员到绵阳核桃苗基地走访参

观。洽谈和学习技术。

31、2010年10月绿十字联系彭州蔬菜种植技术员

和蔬菜销售管理人员，最终邀请到两位老师，邓健

（彭州蔬菜销售商）本身也是一位蔬菜种植技术人

员，文灿斌（彭州三界镇蔬菜技术人员），为秦家坎

3组村民蔬菜种植提供种植和销售课程，并且帮助秦

家坎3组种植出来的蔬菜打开销路。并组织秦家坎两

委村干部到彭州三界镇和两位老师座谈和考察蔬菜基

地。

32、2010年10月秦家坎3组合作社管理成员分两

拨，一拨到绵阳采购核桃苗，一拨当天组织全体村民

开始种植分配任务，两天内把采买回来的核桃苗全部

按照标准栽种完成。先看长势情况，后期再需购买一

批核桃苗。

33、2010年11月绿十字组织秦家坎3组全体村民

和秦家坎所以村干部和队长到什邡市洛水镇参观绿十

字另一个项目村渔江新村，再到彭州三界镇学习蔬菜

种植技术，参观蔬菜种植基地。到彭州最大的蔬菜输

出公司参观车间和仓库，并且和该市场经理交流蔬菜

市场。该经理为全体村民提供了蔬菜资料。

34、2010年12月绿十字受彭州小鱼洞政府邀请再

次针对小鱼洞五个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探讨。并且

组织村干部一起座谈发展情况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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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了传说中的秦家坎，说传说，是因为我从来没去过，但却看了很多

关于它的资料、照片。就像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很熟识，却素未谋面。

秦家坎的房子，整个房子的色调在我看来灰了。如果局部能加点颜色提亮

一些，应该会更好。晾晒中的烟叶，什邡市中国雪茄之乡啊！孤陋寡闻的我才

知道不久，呵呵。据说这里以前是产贡烟的地方，一大亮点啊，还是有东西可

以挖一挖的。倒过来倒是挺像一“M”的，不知道可以给麦当劳做广告不？

陈总说这个晾烟架有点太简陋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保证功能的前提

下，美观一些，艺术感更强一些。

青稞架，陈总口中我们可以拿来学习的东西。村民提了个更好的建议，恢

复以前的古法晾晒，这样子不仅很美观，而且烟叶的质量也会大大提高。我对

古法的晾烟架很感兴趣，希望能早点做出来啊。

孙老师和远方网的陈总过来和秦家坎的干部开会，跟秦家坎做旅游推广。

一根手工烟，终于开阔了大家的思路，为秦家坎做旅游找到了方向。不知

道是不是因为早上看到公路上裸男的原因，老大把这种烟叫做“裸体烟”，呵

呵，乐死我了。于是诸葛亮抽的烟、乾隆皇帝抽的烟、老佛爷抽的烟、手工制

烟、裸体烟，这些字眼就出来了，呵呵，发现老大和陈总特有忽悠人的潜质。

还好还好，这里真的是贡烟的产地，要不然，我们真成了大忽悠了。

接着，制烟作坊、diy烟的名词又从大家的嘴里冒出来了，真的会越想越

多，路也会越走越宽的。

四川的天气让我概括，就是热的要命，不热就下雨，当然了，指的是夏天

的天气了。看到那些烟叶没，都穿着雨篷呢！硕大的烟叶啊，呵呵，我不会抽

烟，但是这个烟叶啊，真的很香。重建，重生，华丽转身，秦家坎真的做到

了。重建的秦家坎三组，我不喜欢天上的蜘蛛网。等到哪一天，路两侧的植物

都开始茂盛，才能为这个村子增添更多的色彩。

密密麻麻的南瓜藤，都快把地震的痕迹掩盖了。

这些房子，残墙，破瓦，在静静的向我们诉说些什么！

下面是陈总给村民算的一笔账

一斤烟叶=10块钱

一斤烟叶=70根手工烟

假设：一根烟能卖一块钱

结论：一斤烟叶=70块钱

10块钱？70块钱？

就这样为秦家坎的产业找到了一条很光明的道路！

秦家坎的一天
文/张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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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家坎到彭州参观学习蔬菜种植技术

图片故事

2010年11月8号秦家坎村民到

彭州蒙阳镇三界村学习蔬菜种植技

术，绿十字邀请乐施会项目官员陈

汉信一同前往，绿十字邀请的文灿

斌（蔬菜种植技术人员）和邓健

（蔬菜市场销售人员）带领全体秦

家坎村民和村干部一边讲解技术一

边参观蔬菜种植过程，村民一边询

问蔬菜销售行情。

秦家坎3组污水处理系统修建

完成70%，还剩沟盖板正在制作

中，污水处理池正在修建中。40亩

河滩地核桃苗已经种植30亩，在秦

家坎3组的带动下，周边4个组也开

始种植核桃苗，达到100亩。还在

不断的增加中。

图/覃忠武 王玲 文/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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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绵竹秦家坎项目是从8月做秦家坎产业广场

设计开始的。来绿十字的时间很短，之前对秦家坎村

的灾后重建、重生以及产业发展一无所知，又阴差阳

错的误了孙老师陈长春带队的最近一次考察。

好在之前看过孙老师的广场设计手稿，还有方工

做出来的模型。孙老师的眼光很长远，预留了很大一

片地震废墟，为了保护这块地震遗址，我想村干部们

肯定做了不少工作，因为有很多村民不理解，他们觉

得废弃的建筑材料就这样被“浪费了”，而那又恰是

一片总能激起他们伤痛记忆的画面。就在地震遗址的

旁边，孙老师的感恩碑和地震广场设计得别出心裁，

地震灾难转变为地震经济，又能留下永久性的感恩纪

念。配套性的服务建筑比如茶馆、月光帐篷把当地特

色、地震回忆、体验、感恩以及诸多元素融合在了一

起。其实都是些自然需要重建的建筑，很典型的当地

资源、农村风格，只不过赋予了灵魂，一切就变得有

意义起来。

我又从张继基和王玲那边了解到了最近在设计上

要做的改动。改动有二：

一是政府为村里规划配备了一条新的公路，可以

秦家坎产业广场设计参与录

文/陈小东  设计图/北京绿十字  摄影/覃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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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达广场拟建地。这将使得原来的设计要调整方位和

主入口，以方便来参观的客人。

二是远方网的陈总从旅游的专业角度提出了要加

进去的一些景观和建筑，比如古法晒烟架、烟博馆。

因为目前只有地震遗址、感恩碑和小广场，可推广的

元素太少。

这些思路理清了以后，工作也变得简单起来。基

基负责整体规划，我负责单体建筑。孙老师给这次设

计的的指导意见是“多提思路，多提想法”。基基很

兴奋，她手绘了一张漂亮的“凤凰涅磐”整体构思

图，我也在琢磨着如何在那图上布置我的几个小建

筑。

原设计图的比例不够精确，需要去现场重新测

量，加上绿十字的所做的设计都需要听取村民的意

见，于是由王玲带队，我和基基来到了秦家坎村。这

其实是我第一次踏上四川最“农村”的土地，接待我

们的是秦家坎村三组的组长，姓杨，一个很好打交道

的农民，他带着我们去测量地形。路上两排整齐的房

子是重建的新家园，新房子前面的花草有半人高了，

让我感觉祥和，房子后面要测量的产业广场规划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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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觉凝重。大片绿油油的庄稼，肥沃的土地，还

有温和湿润的气候，曾经的“天府之国”却难以抹去

两年前巨大灾难和伤痛的痕迹，时不时都有地震毁坏

的残垣断壁出现在眼前。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做设计和

建设，确实需要时时刻刻拷问自己的责任心。中午吃

饭的时候我问杨队长，“你们觉得做这个地震广场有

哪些意义呢？”杨队长说“作用有三，一是我们确确

实实需要建一个村民集会的广场，二是我们也想搞一

个东西来能表达我们对援助者们的感恩，三是我们也

很希望能借助建设这个广场把我们的产业做起来，改

善我们的生活。”我听得一愣一愣的，真不太相信这

是一个土生土长农民说的话，让人肃然起敬。我想，

绿十字的项目能进行得如此顺利，也得遇到这些有觉

悟有能力的村干部才行啊。

回到什邡工作室，王玲又转发了孙老师对这个项

目的指导意见，“这个广场的主题是产业，运作思路

是通过地震灾难转化为地震经济，要体现的是灾区与

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方式，只

是很多人只想第一步，而绿十字看到的是这三者之间

的关系。”孙老师站在天上看问题，村民们脚踏实地

的看问题，他们的思想却能不谋而合。而我要做的，

就是配合他们把这个事情一步步的转化为现实。



红十字关爱人类  绿十字关爱自然

秦家坎3组产业规划图 

项目资助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