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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2010年8月，当洪水侵袭巴基斯坦旁遮普省Kacha Sen的整个村庄

时，这个小女孩的家也被淹没了。她在临时搭建起来的避难所里等

待着，这个避难所位于洪水之上的高地处。围绕在她周围的是由慷

慨的捐赠者提供、并由世界粮食计划署运送给数百万巴基斯坦灾民

的援助物资。2010年异常严重的雨季降水致使他们无家可归，并几

乎摧毁了整个巴基斯坦。

摄影：WFP/ Rein Skuller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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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巴基斯坦人民运送救生粮食援助时，直
升飞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雨
季洪灾摧毁了整个巴基斯坦的公路和桥梁，
切断了运送紧急援助物资的渠道。图中可以
看到，一袋袋面粉正在运往巴基斯坦信德省

内那些被孤立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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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5的巴基斯坦被2010年这场洪水所淹没，
这使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必需粮食的援助行动
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我们动用了卡车、直升
机、气垫船甚至骡子，向六百多万饥饿人口伸
出了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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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发生了两个重大的灾难性事

件。年初，海地遭受了强烈的地震袭

击；而年末，巴基斯坦又有1/5地区淹没在

洪水的浪潮之下。1月12日在海地，仅35
秒的猛烈震动就夺走了22万人的生命，致

使30万人受伤，更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异常汹涌的雨季洪水

冲毁了2000万巴基斯坦人的家园，频繁的

降雨使得洪水愈加肆虐，令从喜马拉雅山

到阿拉伯海一带遭到了严重破坏。

2010
总体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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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小规模的灾难性事件也时有

发生，尤其是在非洲干旱的萨赫勒东部地区。在那里，旱

情极其严重，烈日炙烤着大地，庄稼枯萎，水塘干涸。受

灾最为严重的当属尼日尔，那里的儿童营养不良率已经飙

升到令人担忧的程度，该国1500万人中有将近一半受到

饥饿的威胁。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一如既往地做出回应，向在海

地、尼日尔、巴基斯坦和其他所有受灾地区（2010年发

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内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提供

紧急粮食援助。

作为联合国抗击饥饿的前线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2010年为全球75个国家超过1.09亿人口提供了粮食援

助，仅次于史上最高纪录。在这些受益人当中，有8900

万（82%）都是妇女和儿童。

并非所有的粮食都用做紧急救援。世界粮食计划署将

部分粮食用来支持一系列广泛的项目，通过弥补即时救援

和长期恢复之间的差距来帮助社区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此外，为达成一系列特定的目标，世界粮食计划署还部署

了其他物资，其中大部分都用来帮助由于持续的高粮价而

无法自给自足的人们。

从根本上来看，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

向全世界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群伸出援助之手。2010

年，世界长期饥饿人口数量在15年来首次减少，但9.25亿

这一数字仍然十分惊人。

对世界粮食计划署而言，确保良好的营养状况仍是关

键。通过开展各种项目，世界粮食计划署旨在确保弱者和

弱势群体在适当的时间获得适当的食物，并过上健康而充

裕的生活。

我们十分关注在每个新生命自到来之日起的1000天

里（从母亲怀孕到孩子两岁）提供合适的营养食物，帮助

孩子打好基础，使他们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除了这个

1000天项目以外，对于两岁以上的儿童，我们还开展了

学校供餐项目，去年我们向2100多万名儿童提供了营养

餐或点心。这两个项目都是为下一代所作的投资。

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寻求解决饥饿的创新方案，这

也代表着对未来的投资。今年“当地购买，促进发展”

（P4P）项目稳步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小型农户与市场

连接起来。激光束项目（Project Laser Beam）是由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联合抗击儿童营养不良而做出的伟

大举措，如今已即将实现。我们还有两个颇具前景的创

新项目 — 抵用券项目和汇款项目 — 正在拓展当中，并

于2010年已经在15个国家得到推广，这些项目通常涉及

最新的技术进步。

为了帮助社区为灾难做好准备并减小灾难带来的影

响，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全年部署的精密仪器中利用了相当

多的高端技术。

随着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

提高，技术在其全球服务拓展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

角色。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在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

中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视频网站和其他途径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的支持者。

世界粮食计划署如今正致力于将其在线社区发展成一

个创新型的数字平台，从而更好地传播信息，并为世界粮

食计划署的行动募集资金。简而言之，这一行动的目的是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不断扩展的工具箱的基础上增加一系列

新的社交媒体工具，以加大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世界饥饿人

口寻求长期解决方案的范围、灵活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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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暴雨洪水不断，世界粮食计划署仍继续向巴
基斯坦南部斯瓦特河流域（Swat Vally）的人们提
供粮食援助。在雨季洪水突袭之前，这里的人们
就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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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正在卸载货物，这些都
是为巴基斯坦北部山区中被
孤立的村民们提供的至关重
要的粮食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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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

2010年1月12日16点53分，在仅仅35秒的猛烈震颤

之后，整个海地面目全非。一夜之间，数百万海地人无

家可归，成千上万的房屋化为废墟；而这一切都是由于

goudou goudou，（海地人从拟声的角度称地震为goudou 

goudou）。

在地震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开

始分配紧急粮食配额。然而，如此强烈的地震需要做出广

泛的回应。救援任务十分艰巨。

海地首都太子港以及其他一些城镇和乡村被悉数摧

毁，碎石堆随处可见，许多公路无法正常通行，机场港口

严重受损。若要将粮食和救济物资送达数百万一无所有的

难民手中，亟需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联合国物流组由世界粮食计划署领导，代表整个人道

主义团体，它的规模如今已经十分庞大。在海地的邻国多

米尼加共和国，有一条人道主义通道已经建成，以帮助将

物资运往海地。从一月份到四月份，在两国之间通过公路

共运送了几百货车的粮食和其他救济物资。世界粮食计划

署的工作人员还负责协调机场和港口的货物接收。

应对灾难

成千上万的海地人开始迁入临时难民营。由于他们的

房屋和生计遭到破坏，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他们也必须依

赖世界粮食计划署所提供的食物。随着公共粮食分配在四

月份结束，将近400万人已经得到救济物资。世界粮食计

划署驻海地代表玛尔塔 · 考拉尔德 (Myrta Kaulard) 说道：

“这一紧急救援行动有效避免了国家级粮食危机的爆发。”

此外，海地人民也在自己解决问题。在太子港的

Rosalie Javouhey学校，地震发生几天后学生就开始陆续

返校，学校的校长修女玛丽亚 · 伯纳黛特（Sister Marie 

Bernadette）回忆说：“他们在寻求安慰，同时他们也在

寻求食物。”学校并没有开设任何课程，但这无关紧要。

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学校提供食物，而修女玛丽亚 · 伯纳黛

特每天为学生做饭。

在十月份新学年开课的时候，世界粮食计划署准备为

修女玛丽亚 · 伯纳黛特的学生们以及在政府的国家学校供

餐计划内的所有其他儿童提供更多的帮助。每天，都会有

超过100万儿童在学校吃到一份营养热餐。玛丽亚 · 伯纳

黛特指出：“如果孩子们不吃东西，他们就不能正常地看

书听课，也无法聚精会神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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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让人担忧的是未满学龄的儿童和他们的母亲所

受到的负面影响。世界粮食计划署驻海地营养中心的达莲 · 

拉斐尔（Darline Raphael）说：“营养不良的比率极有可

能飙升，这一点非常可怕。”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采取以

预防和治疗为基础的创新型战略来解决问题，组织了营养

食物的地毯式分发行动，为5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

及孕妇提供维他命和矿物质加强型食物。

希诺德 · 奥古斯特（Shinaude Auguste）就是其中一

员。这位年轻的母亲住在莱奥甘城镇外的难民营中，她说

那些营养食物确实帮助了她年仅一岁的女儿，“我知道她

获得了成为健康成人所必需的维生素。” 

在这一年里，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把在适当的时间提

供适当的食物以确保儿童健康成长作为目标，其营养干预

措施也变得更加有针对性。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及哺乳

期的妇女继续接受援助，但援助重心已经从提供加强型营

养食物转向治疗患有中度营养不良的儿童。

四月份，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再直接提供灾难救济，

而转向了长期恢复重建阶段。我们终止了公共粮食分发行

动，转而实施粮食援助项目，来帮助海地整个国家从灾难

中恢复起来。

随着粮食不安全问题愈加突出，粮食署需要寻求方法

以帮助更多的人。同时，由于当地难民亟需工作岗位，我

们也因此拓展了就业项目，雇佣工人并付给他们食物或现

金或两者兼有。

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数千名海地人受到雇用，

去清扫运河及沟渠，以防止雨季洪水的泛滥。随后，又有

数千人受到雇用去清理阻塞太子港和其他城镇的碎石堆。

此外，考虑到即将到来的台风季节，其他工作组着重解决

了更加长期的任务，包括流域管理、农业重建等。

到年底，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开展了160多个独立的以

工代赈项目，每一个项目都旨在改善粮食安全现状、支持

重建工作并提高灾难易发地区的抵抗力。这些以工代赈项

目还允许参与者为其家人购买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

杰苏拉 · 克里奥兰（Jesula Coriolan）在世界粮食计

划署发起的一个重建和加固莱奥甘河岸的以工代赈项目中

挣到了钱，“我用赚的钱买了些鸡和香蕉树，打算重新开

始做生意”。去年十月飓风托马斯来袭的时候，莱奥甘河

泛滥成灾，冲毁了杰苏拉的房屋，并卷走了她赖以生存的

果树和家畜。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海地的救援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2011年，所有项目都继续有条不紊的实施着，旨在向最脆

弱的人群提供粮食援助，支持海地继续进行重建工作并为

人道主义团体提供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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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重建：工人们正在山下开辟一条新的公路，这
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个以工代赈项目，意在连接

Jacquot Merlin的社区与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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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洪水的浪潮逐渐吞没
大半个国家，巴基斯坦的
人们正在这场长期的灾难
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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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2010年7月底，巴基斯坦连降暴雨，开始人们并没有

察觉这一现象的不寻常，因为此时正值雨季，暴雨完全在

人们的预期之内。

然而，此次雨季的降雨并无寻常可言，一个月以后，

这场洪灾的严重性显露无遗。超过2000人遇难，全国近五

分之一的土地被淹，2000万人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到南部的阿拉伯海，洪水造

成了一连串的混乱和毁坏。巴基斯坦最多产的土地全被浸

没，至关重要的供应线路被切断，人们丧失了能够赖以生

存的最低限度的生计。

这场灾难的阴影缓慢地笼罩下来，洪水的规模如此

巨大，以至于电视画面都难以捕捉到它的冲击力。没有

地震，没有海啸，也没有飓风，只有日复一日不断蔓延

的洪流。

对世界粮食计划署而言，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如何利

用西北部地区现有的用于应对紧急情况的基础设施，这

一地区最先遭受洪水灾害。同时，随着水流涌入大海，

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尽量预测在南部更远的地区会出现哪

些新的需求。另外，作为总体人道主义回应的一部分，

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在粮食、物流和紧急通讯组等方面

扮演领导角色。

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Khyber Pakhtunkhwa），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向冲突中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形成

了一个广泛的人道主义中心网络，其中有许多仓库储存着

粮食物资，能够迅速运送给受灾群众。在四个星期里，有

300万人已经收到了救济粮食供给。

然而需要粮食援助的人群数量还在激增。许多灾民眼

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粮食储备、种子、家畜、甚至他们的房屋

被洪水卷走。如今他们在河岸、公路边、学校操场和寺院的

广场上露营，亟需避难住所、清洁饮水和其他必需供给。

事情很快变得明晰起来，世界粮食计划署还需要尽可

能为700万人提供粮食配额。粮食署在拉合尔和卡拉奇的

办公室已经迅速扩大，并已在木尔坦、苏库尔和海德拉巴

建起了新的办公室。

儿童和妇女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人群。从一开始提供的

公共配额口粮中就包括特殊营养食物供给，以抗击在洪水

泛滥之前受灾地区就已经十分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我们

分发了高能饼干和微量元素丰富的辅助食物，其中包括由

世界粮食计划署开发的在当地产出的高营养鹰嘴豆糊 — 

Wawa Mum.

这场规模浩大的危机使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购买及物流

小组面临重重压力。尽管救援项目所需的粮食在巴基斯坦

内部仍然可供使用，但还需要更多的粮食研磨、装袋和运

输。其他粮食需要经由海路在卡拉奇购入，同时还需要通

过特许空运运送急需的特殊营养产品。

提供物流和通讯服务的特别项目是世界粮食计划署为

应对巴基斯坦洪灾而采取的重要行动之一。由于大半个国

家被淹没，要想与连续数星期与外界断绝联系的社区重新

取得联系，直升飞机是唯一的途径。

在灾情最严重的时期，世界粮食计划署空运项目动用

了10架进口的联合国人道主义空运处直升飞机，还有其他

日本、巴基斯坦和美国军队的可用交通工具，总共进行了

近3500次飞行，为20多个不同的组织运送超过12200吨

的食物及其它人道主义物资，为只能接受空运援助的人群

约100万人提供了供给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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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行动环境极其复杂，世界粮食计划署工

作人员和受益人的安全一直都备受关注。在洪灾发生前

不到一年，有五名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人员死于在伊斯

兰堡办公室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尽管巴基斯坦国内

的政治暴力事件不断，工作人员随时可能受到极端分子

的袭击，但世界粮食计划署仍然在受灾区最危险的地带

展开救援行动。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南部，洪水持续数月不退。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首要问题在于回归家园，重建生

活。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了世界粮食

计划署的援助，同时在早期恢复战略中，以工代赈项目成

为一种主要形式，来帮助清理灌溉渠道，重建其他农业基

础设施。

在市场运营良好的地区，现金和抵用券互换项目使世

界粮食计划署可以为受灾群众提供帮助，同时有效刺激受

洪灾严重影响的当地商业部门。

随着受灾地区的救援行动逐渐展开，我们继续为巴基

斯坦西北部130万受到冲突和安全威胁影响的灾民提供粮

食援助。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亚洲最大的项目目前已经在巴基

斯坦展开。即使是在洪灾之前，世界粮食计划署也为该国

1000万人提供了援助。营养不良、饥饿、不安全等隐含

问题仍然十分严重，阻碍着巴基斯坦实现让所有人完全获

得粮食安全的进程。2010年的这场洪水更是沉重地减缓

了巴基斯坦实现目标的脚步。

W
FP/Rein Skullerud

这场8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
摧毁了旁遮普省最佳农耕地

的作物和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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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查沙达
（Charsadda），人们正在堆积成袋的
面粉，为部落的人们提供粮食。他们并
非由于洪灾而搬进救灾区，而是为了躲
避南部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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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

去年夏天，尼日尔遭受了干旱的沉重打击。在灾情

最严重的时候，哈迪扎 · 索拉吉（Hadiza Souraji）常常

彻底断粮，这位年仅25岁的女人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了，她的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大，最大的已满6岁。她回

忆道：“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到树丛里去捡一些落叶带

回家做给孩子们充饥，但吃树叶又经常使孩子们生病，真

是太可怕了！”

世界粮食计划署最终将援助物资送到了哈迪扎的手

中，还新增了一个重要项目，旨在为西非国家受干旱影响

的 1500 万居民中近一半的难民提供粮食援助。这个项目

于去年八月份正式启动，正值尼日尔一贯的“青黄不接季节”

的顶峰时期，也就是当地家庭在前一年十月秋收的粮食储

备即将耗尽的时候。这一项目的关键在于它是为了特别帮

助像哈迪扎和她的家庭这样深受饥饿之苦的数百万名难民。

同时，此项目将处于生命前1000天里（从母亲怀孕

到孩子两岁的关键时期）的67万名儿童列为救援目标，为

他们提供合适的营养，帮助孩子打好坚实的基础，使他们

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每一位两岁以下的儿童每月都会收

到一篮营养食物，包括植物油、糖，以及富含必需维他命

和矿物质的玉米大豆混合物。

A
FP/Sia Kam

b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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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目标人群的兄弟姐妹和父母食用这些营养食

物，每位儿童的家庭每月还会收到定量的“保护”粮食份

额，总共有400多万名家庭成员已经收到了50千克谷物、

五千克豆类和一公升油。

Sadakaram村是距离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东部900公

里的村庄，在那里最先得到粮食捐助的是哈迪扎18个月大

的女儿阿布萨托（Absatou）。“今天对于我和我的家庭

来说是个好日子”， 哈迪扎舒心地说，“如果没有这些

援助粮，我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在2010年这场紧急灾难中，有近600万人得到了世界

粮食计划署的帮助。我们共分发粮食物资十四万吨，仅八

月和九月就提供了八万吨。

世界粮食计划署主要为两岁以下的儿童及其家庭提

供援助。除此之外，我们还帮助了七万余名其他的难民。

通过开展定向的辅助食物供给项目，主要为五岁以下的儿

童、孕妇及哺乳期的母亲提供援助，以防止中度急性营养

不良现象的发生。我们还帮助儿童看护者接受治疗，以治

愈由严重营养不良所带来的并发症。

自从东部萨赫勒地区被一场致命的旱灾侵噬，成片成

片的土地干枯不堪，家畜的水源干涸枯竭，庄稼收获大受

影响，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使严重的粮食危机一触即

发，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项目成功帮助尼日尔避免了危机

的发生。

在11月尼日尔收获粮食以后，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再提

供粮食份额，转而为脆弱家庭提供购买食物的现金。这一

措施提高了受益人家庭的收入，增强了人们的购买力，必

然地，它使儿童能够吃到为他们专门设计的营养口粮，并

避免其家庭成员食用。

到年底时，我们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粮食收获形

势大好，谷物产量较前年提高了60%。治疗供养中心的人

数锐减，儿童营养不良率也大大降低。十二月份发布的国

家调查结果显示，五岁以下儿童的全球急性营养不良率已

经从16.7%下降到15.5%。尽管这一数字仍然高于紧急援

助界限15%，但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尼日尔的行动主要集中

于解决导致其2010年旱灾的根源性问题。世界粮食计划

署还同当地政府密切协作，实施结构性改革，从而最终帮

助尼日尔摆脱不断循环的粮食及营养危机怪圈。

干旱严重影响了尼日尔的粮食收获。
在尼亚美的市场上，女人们卖掉逐渐
减少的粮食供给，使全国1500多万人

中近一半的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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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民相连接

玛利亚 · 黛丝德瑞亚 · 桑切斯（Maria Desideria 
Sanchez）— 当地采购，促进发展

玛利亚 · 黛丝德瑞亚 · 桑切斯（Maria Desideria 

Sanchez）是一位农民，她的家人和朋友叫她黛丝德瑞纳

（Desiderina）— 当农民并非她的选择，仅仅是由于缺乏

机会，“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做其他事情，”这位 51

岁的洪都拉斯人耸了耸肩说，“我从生下来就开始务农”。

20多年来，黛丝德瑞纳一直在洪都拉斯西部伦皮拉

（Lampira）山区Los Posos的田地里耕作。她一直在大约

两公顷（三曼札纳）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大豆和咖啡豆，

但即使是在丰收年，生活也极其艰辛，尤其是对这样一位

要喂饱五个孩子和一个孙子的单身母亲来说。

因此，在当地农民联盟举行的会议上，当黛丝德瑞纳

了解到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的 “当地采购，促进发展”

（P4P）项目可以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时，她当即决定

参与其中。这一项目将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每年，世界

粮食计划署用上亿美元来购买粮食，并将粮食的80%用于

援助发展中国家。在P4P项目中，世界粮食计划署作为全

改善民生

球主要粮食购买者，利用其重要地位帮助小型农户进入农

业市场，并使他们成为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成员。

自2008年P4P项目发起以来，世界粮食计划署与630

个农民组织建立了联系，代表全世界80万名农民，在20

个国家签订了超过12万吨食物的合约。有五万余人，大多

数为小农场农民，已经参加了这个项目关键的培训课程，

并获得了在组织管理、耕种技术、质量控制、后收获季节

操作等其他许多领域的相关技能。

从去年黛丝德瑞纳参加“当地购买，促进发展”项目

后，没过多久她就从中获得了益处，“在参加 P4P 项目之前，

我把我的粮食卖给 Coyote（这是当地农民的俚语，指的是

当地的贸易商）。他们根本不管我的粮食质量如何，只是来

到我的门前，我把要卖的给他们，他们就给我现金。虽然

我从没卖过好价钱，但有人买粮食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黛丝德瑞纳加入P4P项目能确保她的粮食有机会进入

另一个市场，并卖到更公道的价格。

图中是玛利亚 · 黛丝德瑞
亚 · 桑切斯和她的女儿，
她说：“现在我又能享
受耕种的快乐了。”

W
FP/G

ustavo Cas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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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一名巴基斯坦儿
童正在食用一袋Wawa 
Mum,这是由世界粮食
计划署研发、在当地生
产的鹰嘴豆糊，富含儿
童所需的维他命和矿物
质，确保他们更好地成
长为健康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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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当地贸易商不同，“当地采购，促进发展”

项目需要加工过的谷物；如果没有所需的机器，农民就得

花额外的费用去加工。不过对黛丝德瑞纳来说，这不是问

题。“我不介意去租借机器加工我的粮食”，她说，“加

入P4P项目后，我知道我可以把我的粮食卖到更公平的价

格，他们要求高质量的粮食，但他们也会为我和其他农户

提供优良的培训，让我们能更好地进入市场。”

加入此项目以后，黛丝德瑞纳从来没有错过一节培训

课程或一次研讨会。“当地采购，促进发展”项目帮助她

成功解决了从前她认为自己无法企及的问题。以前，黛丝

德瑞纳的粮食从未给她带来太多收入，即使再加上她常喂

养的那一两头母牛。她现在还不能申请贷款，因为害怕深

陷债务之中，她也不愿意抵押自己的房屋及土地。

所以，黛丝德瑞纳从来没有充足的资金购买肥料或其

他农业生产所需物，以增加她的粮食产量。她每年的收获

就是100公担（或10000磅）玉米。

“当地采购，促进发展”项目提供给她混合种子、

杀虫剂、农药和除草剂。“我又能享受耕种的快乐了”， 

黛丝德瑞纳说，“很高兴我终于有机会学习新技术和参加

培训了。我知道在P4P项目的帮助下，我的粮食产量将不

只翻一番，我的生活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养育未来一代

菲比 · 安妮 · 安克鲁（Phoebe Anne Akelo）— 
1000天项目

即使菲比 · 安妮 · 安克鲁没在等待她第一个孩子的诞

生，她的日子也会是漫长而乏味的。这位25岁的女人住在

肯尼亚西南部尼安萨省的Kisumu，她每天早上六点在家

中醒来，准备完早饭后，她会做一些家务琐事。七点钟她

准时出门上班，去当地一家美发廊做发型师。下午六点，

她再回到家准备晚饭。

从怀孕以后，菲比感觉在发廊长时间站立的工作让她

变得愈加疲惫。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体重直线下降，

开始出现贫血，还常常觉得十分虚弱，以至于会时不时地

晕倒。

然而，自从菲比加入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在Kisumu

的卢蒙巴（Lumumba）健康中心开设的母婴健康营养项

目后，她的身体迅速好转起来。“在医院里，他们不仅提

供食物，还教我们如何照顾自己。”菲比回忆说，“他们

告诉我们哪些食物对我们和宝宝的健康最有益处。”

菲比在肯尼亚加入的这个项目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世

界其他国家开展的大量项目相似，都是为了确保妇女和儿

童获得适当的营养，健康而充实地生活。世界粮食计划署

与母亲和儿童共同努力，确保生命在到来后极其关键的头

1000天里 — 从母亲怀孕到孩子两岁 — 获得营养食物，

因为从怀孕开始，能否保障营养就直接关系着孩子是否能

够充分发育。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粮食产品，其中包括一种经过反复

实验和检验的玉米大豆混合面粉，这种加强型食物中含有

20多种必需维他命和矿物质。当地政府及我们的其他合

作伙伴都在提供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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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菲比这一案例，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立竿见

影。这位年轻母亲重获健康，她的体重逐渐恢复，从52

公斤涨到了56公斤，同时随着她体内的铁元素（或者血

红蛋白）上升到正常水平，她不再贫血了，也没有再晕厥

过。“我现在吃上了玉米大豆混合粥（CSB），回去工作

的时候我感觉好多了”，菲比说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正

在发育着，很感谢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我希望我的宝

宝能够健康出生。

菲比  ·  安妮  ·  安克鲁
说：“感谢世界粮食计
划署，我希望我的宝宝
能够健康出生。”

W
FP/Rein Skullerud

玛丽 · 阿尼卡（MarIe Anika）— 1000天附加项目

玛丽 · 阿尼卡今年八岁，她说她长大以后想去银行工

作。她从来没有真正进过银行，但通过阿姨的描述，玛丽

觉得听上去很有趣。

玛丽·阿尼卡目前和她的父母姐妹一起居住在帐篷

里，在地震袭击海地之前那里曾经是他们的家。玛丽一家

住在太子港Rosalie Javouhey学校旁的一座小山上，地震

来临的时候，Rosalie Javouhey学校有21名学生丧生，许

多教室都遭到了破坏或摧毁。和其他学生一样，玛丽 · 阿

尼卡不总是在家吃饭，这是由于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而玛

丽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在学校里吃到一顿热餐。“我真的很

喜欢在学校吃饭，”她说，“如果我们在学校没有饭吃，

那就太糟糕了，我真不希望会那样。”

最基本的粮食 — 米饭、豆类和油 — 都是由世界粮食

计划署提供的，捐款中有一部分是提供给政府的国家学校

供餐项目的。

校长修女玛丽 · 伯纳黛特说，“如果孩子们在学校不

吃东西，他们会变得非常虚弱，无法正常学习。这里大多

数的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对于他们来说，能在学校吃到

一顿饭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在海地，世界粮食计划署为100万名和玛丽 · 阿

尼卡处境类似的学龄儿童提供了食物。2010年，我们总

共为全球超过2100万名学龄儿童提供了食物，这一行动

旨在适当的时间为两岁以上的儿童提供适当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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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1000天附加项目以养育未来一代为目的，与世界

粮食计划署在生命之初关键的1000天内提供适当营养的平

行项目相互补充。学校每天为孩子提供健康营养的免费餐

可以有效地督促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同时能使孩

子们把精力集中于他们的学业，而不是如何填饱肚子。

尤其对于女孩来说，留在学校会使她们更加受益。这

让她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并提高她们的婚育年龄。研

究显示，学校供餐项目还会产生额外的经济收入。多读一

年小学会使女孩的最终收入增加10%到20%，多读一年中

学能使其收入增加15%到25%。

玛丽 · 阿尼卡说：
“我真的很喜欢在

学校吃饭。”

W
FP/Davi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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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克霍 · 芭芭姆拉托瓦

（Narkhol Babamuratova）— 绿色倡议

纳尔克霍·芭芭姆拉托瓦（Narkhol Babamuratova）

也许会弓着腰并需要一根手杖，但她现在却能够灵活地走

动，人们完全看不出她已经有90岁高龄了。当她跪着检

查花园里新种的细长的小杏苗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

芒。“这些树是我们的未来”，这位瘦小的老人说，“即

使要等上许多年它们才会结出果实，但它们仍然在那儿，

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而存活。”

除了这株杏苗，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还有47棵

小树在茁壮成长着。这里是塔吉克斯坦的乡下，纳尔克霍

和她的家人都生活在这儿。等树苗成熟后，它们会结出水

果或坚果供纳尔克霍家人食用，增加她的家庭收入，还会

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起的这个绿色倡议还使1300多个

其它的塔吉克家庭从中获益。为了抵消1000辆柴油发电

的陆上车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塔吉克斯坦开启了

一个植树项目，因为那里的森林在很久之前就由于过度放

牧和大量砍伐而被消耗殆尽。

同时，塔吉克斯坦贫穷的农村家庭需要得到帮助来实

现家庭粮食安全，这使世界粮食计划署新发起的绿色倡议

与其存在已久的以训代赈项目得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201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捐赠了30万美元，在塔吉

克斯坦共种植果树和坚果树约15万棵，受益人包括1300

多个塔吉克斯坦经济能力最脆弱的家庭。通过对他们进行

六个月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了十种不同品种树木的培育方

式，从杏子到杏仁，从石榴到开心果。

当这些树最终开始结果时，像纳尔克霍这样的家庭就

会得到更好的粮食安全保障，同时其经济收入也会更加稳

定。有研究显示，一株苹果树能够使一个贫困家庭的收入

增加四倍。

纳尔克霍24岁的外孙沙德曼（Shadman）满怀期待

地说：“当我们开始卖出这些果实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的

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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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克霍 · 芭芭姆拉托瓦说：
“这些树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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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紧急情况的准备和应对

提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行动，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是

飞机，直升机，卡车和货轮。但是当一个国家五分之一的

领土都被洪水淹没，通讯中断而且当地地图还是50多年

前殖民地时期绘制的时候，世界粮食计划署该如何确定首

先在哪里展开救援工作？

这正是2010年8月巴基斯坦所面临的情况，数百万人

饱受灾难之苦，救援工作刻不容缓。

因此，世界粮食计划署转向技术革新和其为获取所需

信息而形成的关系网寻求帮助。在巴基斯坦，这意味需要

和意大利航天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位

于都灵的研究机构ITHACA（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紧急情况

准备和应对方面的公益合作伙伴）一起开展工作。

人道主义公约规定是在发生重大紧急情况时，对卫

星和其他远程的遥感系统服务进行特别激活。因此世界粮

食计划署首先请求意大利航天局专为巴基斯坦激活一个

名为Cosmo-Skymed的卫星群，从而收集了在洪水泛滥的

Manchar湖区周围的大幅图像，并通过对这些当地高清图

像的测量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

为灾难做准备

天局的两颗卫星也提供了显示洪水范围的相关图像。

这些高技术工作是由一个来自ITHACA的特别小组完

成的，小组的专家们在重大紧急情况下夜以继日地为世界

粮食计划署提供帮助。他们通过最新的图像和其他的科学

数据，如降雨量预报等，来绘制高度直观且便于用户使用

的最新地图。由于时间是救灾过程中最大的敌人，这样的

工作显得至关重要 。

ITHACA为Manchar湖区绘制的地图是清晰而且有很

高实际应用价值的，通过这些地图，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

作人员可以及时了解哪些地区的洪灾得到更快地缓解。

“这允许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当时在巴基斯

坦的紧急事务协调员卡洛斯 · 维洛索（Carlos Veloso）如

是说。“我们可以计算出什么时间可以通过道路抵达需要

帮助的地区，并把直升飞机提前转移到其他更需要帮助的

地方，从而能够节省时间和金钱，最重要的是，能够拯救

更多的生命。此类高科技的帮助，使我们拥有了“在天上

的眼睛”，这对于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规模紧急援助是无

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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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是一名巴基斯坦
洪灾地区的饥饿难

民，收到了一袋由欧
盟捐助、世界粮食计
划署运送的面粉。

W
FP/A

m
jad Jam

al



2524

建设得比从前更好：世界粮食计
划署以工代赈项目的参与者正在
海地建设一条道路。受到森林破
坏和极端天气的影响，那里的地
形非常不稳定。

我们正在采用先进的科技绘图技术帮助当地的居民

们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并更好地为未来的灾难做准备。这一

点对于像海地这一类灾难多发的国家尤为重要，因为每一

次灾难都会进一步把人们推向贫困的深渊。当海地地震来

袭，世界粮食计划署首次在这个国家采用了一项创新的地

图测绘方法 — 多种风险弱点评估分析。这项技术结合了

从之前自然灾害中收集的科学数据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

自身经验推断饥饿人口所在地区的相关信息。此外在最前

面加入了统计资料，反映了当地的人们是如何谋生以及他

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是怎样的。这些统计分析得出的图解指

出了在下一次灾害来袭的时候哪个地区最容易面临粮食供

应不安全。

由于海地多山且原生林遭到大量砍伐，那里的土地

十分不稳定。在极端天气下，房屋和庄稼经常被冲毁。

2010年的地震之后，进一步的规划对于海地准备应对即

将来袭的龙卷风季节至关重要。多种风险弱点评估分析就

起到了这个作用，它帮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做好充足准备并

且减轻洪水对一个刚刚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自然灾害的国

家的影响。

地震发生后不久，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开始从太子

港涌入乡村。考虑到这个难民潮对于原本就已经十分贫困

的社区造成的压力，我们迅速将人口移动和农业循环的相

关信息加入到了测绘分析中去。它可以帮助确定那些庄稼

尚未收获却已经涌入了大量新的人口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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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另一端的阿富汗，虽然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

但大多数问题还是相似的 — 贫困随处可见，天气严酷不

堪，形势十分不稳定，还有威胁当地粮食生产的其他许多

问题。多种风险弱点评估分析在人民生计和自然灾害方面

为项目计划者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有一段时间，阿富汗的农民一直告诉世界粮食计划署

迟来的冬季和更严重的干旱使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播

种重要的冬小麦，而这通常导致的结果是收成欠佳，并且

迅速地转变成饥荒爆发。在2010年冬季之初，人们意识

到干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情

况准备小组和测绘专家绘制的地图上对雪层覆盖和降雨情

况进行了监测和分析。

远程遥感为测绘人员提供了图片底稿。从天空看下

来，如果图像是沙土色的，说明该地区没有小麦； 如果看

起来是绿的，传达的消息则是好的。一旦我们能从天上检

测出下一季的收成，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能够帮助特定的农

业社区，及时介入，并阻止饥荒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持久的冬季和日趋严重的干
旱使阿富汗农民很难确定播
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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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
塞特 · 希兰（Jose�e Sheeran）手持
“Sahtein”电子磁卡，这一磁卡已经为
近五万巴勒斯坦人提供了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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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用券项目和现金转账项目

对于尼斯林 · 阿布 · 汉玛德（Nisreen Abu Hammad）

来说， 这是一个关于尊严的问题。的确，这位25岁孀居

的妇女十分感谢世界粮食计划署帮助她喂养三个年幼的孩

子。但是她也同时意识到，由于她所在的约旦河西岸城市

希伯伦属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接受食物援助本

身就具有挑战性。尼斯林是世界粮食计划署最新研发的电

子抵用券系统的热情支持者之一，因为这一系统为西岸和

加沙地区一些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电子食物”。参与者可

以在指定的商店中兑换名为“Sahtein”（在阿拉伯语中是

“好胃口”的意思）的蓝色磁卡。比起传统上世界粮食计

划署所提供的食品篮，这使他们可以选择购买更多样化的

食物品种，例如新鲜的牛奶和鸡蛋等。

这个系统也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应对饥饿问题

的新方法，尤其是对于那些粮食充足但人们却买不起的地

区，或者像希伯伦这样难以获取粮食的地区。在这个受到

216个军事检查站分割的城市里，即使像去杂货店这样日

常的活动也变得十分困难。尼斯林说：“分发食物的地方

通常离我的家很远，但有了这些抵用券我就可以像其他人

一样去附近的商店买东西了。”这种类似常态的情况对于

尼斯林很重要。

创新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困难的情况下要极力地维持收

支相抵，尼斯林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精神上的负担。

“抵用券不仅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他们必需的食物，

还维护了我的尊严。我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去买东西，

而不用担心别人知道我正在领取食物援助。”

在201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电子抵用券在约旦河西

岸帮助了32000人，在加沙也帮助了超过15000人。世界

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赛特 · 希兰说：“这些抵用券是

希望的象征，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孩子们获益是因为

他们可以获取所需的营养和维他命，店主获益是因为人们

会从他的店中购买食物。此外由于粮食都是从当地采购

的，畜牧工人和当地磨坊工人也都能从中受益，抵用券项

目创造了工作和机会。”

自从2008年引入抵用券以后，世界粮食计划署逐渐

将它在全世界推广开来，替代了直接的现金转账。抵用券

可以用来兑换食物或在特定的商店中进行“消费”，而通

过汇款可以让受益人群 — 贫穷饥饿的人们 — 直接按照他

们的意愿花钱。通过近期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会用这

笔额外的现金去购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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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快速加大对抵用券项目和现金转

账项目的使用，项目的数量已经从2008年的五个增长到

了2010年的三十五个，整整扩大了七倍。同时，这些项

目的价值从原来的五百四十万美元增长到了一亿四千万美

元，有400万人从中受益。此外，项目的应用范围也已经

扩大到了应对自然灾害（海地、巴基斯坦）、缓解城市经

济冲击（阿富汗、布基纳法索）、消除农村儿童慢性营养

不良（乌干达）、解决季节性粮食不安全（孟加拉国、马

拉维）和帮助特殊群体（叙利亚境内的难民）等。

随着经验的逐渐积累，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成为利用

抵用券项目和现金转账项目进行粮食援助的领跑者，同时

我们会继续探索其他创新的方法来使用这两个工具。

去年十月，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菲律宾启动了一个试

点项目。在菲律宾，手机随处可见，当地人们十分偏爱

通过短信进行沟通，因此试点项目根据这一点进行了特

别的调整。

当地家庭陆续了收到能够使他们像兑现支票一样兑现

食物的短信。收到短信的人们都参加了世界粮食计划署以

工代赈的项目，通过参与重建被灾难 — 特别是台风 — 毁
坏的家园和社区来挣取现金。

“这就像一个电子钱包，几乎和银行账户一样，”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菲律宾代表斯蒂芬 · 安德森（Stephen 

Anderson）如是说，“我们的调查显示受益人会把所得

现金的70%到80%都花在食物上，所以开展抵用券项目是

一件好事情。”

罗斯 · 玛丽 · 埃斯蒂（Rose Marie Estee）就非常喜

欢抵用券项目。她的家在2009年被台风凯萨娜完全摧

毁了，所以她现在住在一个臭水沟旁临时搭建的塑料棚

下面。世界粮食计划署付给了她240比索（约合5.50美

元），作为她参与清理洪水过后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废墟

的报酬。

罗斯 · 玛丽在进入马尼拉郊外的一家杂货店时说：

“钱都存在我的手机上，我想去买一些鸡肉和牛奶。我的

家人会喜欢这些的。”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菲
律宾通过手机短信发
放援助款。

罗斯 · 玛丽 · 埃斯蒂
（Rose Marie Estee）
使用收到的短信来给
她的孩子们购买鸡肉

和牛奶。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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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的Kash卡帮助旁
遮普省的受灾家庭重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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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位11岁的小姑娘在佛得角的
Monte Grande小学读书。在那里，佛得
角政府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每天为学校的
孩子们提供一顿热餐，至今已经坚持了

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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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得角 – 项目接管

2010年，佛得角全面接管了本国的学校供餐项目，

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佛得角30余年的合作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目前全世界还有其他35个国家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

这个大西洋的非洲岛国于1975年获得独立，并于

1979年开始开展学校供餐项目。当时，佛得角完全依赖于

世界粮食计划署为他们提供的财务、运营和物流支持。但

从2007年起，该国政府开始参与管理实施这个项目。他

们承担的项目资金由原来的15%逐步增长，并于去年达到

100%。

尽管自1993年起，还有另外八个非洲国家独立承担

了学校供餐计划，但在中非和西非，佛得角是第一个完成

这种转变的国家。

这样的变化反映了佛得角自独立以来经济和社会稳

步发展的成就。佛得角三年前就摆脱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身

份，目前还正在努力，计划于2105年实现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中的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内容。

佛得角总理若泽·马里亚·佩雷拉·内韦斯（José Maria 

成功案例

Pereira Neves）九月在罗马参加学校供餐项目移交庆典时

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让佛得角受益良多，它推动

了佛得角教育体系取得成功，帮助我们与贫穷作斗争，促

进了社会包容。”

“没有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努力，学校供餐项目是不可

能存在的。学校供膳使我们可以提高孩子们的营养水平，

从而促进佛得角人力资源的发展。这是一项强有力的放眼

未来的投资，我们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凝聚力，提高佛得角

人民的生活质量。

同样是在该仪式上，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赛

特 · 希兰称，佛得角政府对学校供餐项目的承诺是“一个

让我们都为之骄傲的成功故事，一个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推

广的典型案例。”

向在校学生提供每日一餐饭，是帮助儿童身心健康发

展的有效手段，是对儿童的未来乃至国家未来的投资。在

世界范围内，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开展学校供膳计划长达

45年。这个项目正在为60多个国家超过2100万的孩子提

供日常饮食或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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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佛得角的学校供餐项目为85000名孩子提供了

食物。自开展这一项目起30年来，该国的入学率已经达

到非洲的最高水平，数以万计的孩子从中受益。

维拉 · 塔娃丽斯（Vera Tavares）就是一例。1990年

她第一次参加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项目，当时她只有7岁。

如今，她已经大学毕业，在佛得角教育部任会计师。她的

工资足以赡养母亲，抚养年幼的弟妹。直到今天，她仍记

得学校供餐如何帮助她塑造了人生。

维拉说：“每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学校吃午饭，就会想

起我小时候同样的场景。那时候我每次到学校都很饿，不

佛得角接管了本国的学
校供餐项目，圆满结
束了与世界粮食计划署
长达30年的合作。图
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
总干事乔赛特 · 希兰在
罗马的一次庆典上与
维拉·塔娃丽斯（Vera 
Tavares）握手。维拉
是学校供餐项目的成功
案例之一。

过吃完下午饭后，我就有力气继续学习了。如果没有学校

供餐，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维拉的弟妹如今也得到了学校供餐项目的帮助，她的

母亲不再种地，而是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在学校餐厅里当

厨师。“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我的家里、我的生活中存在了

这么长的时间，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它会怎么样。”维拉

这样说道。

尽管世界粮食计划署不再在佛得角开展学校供餐项

目，我们仍将继续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努力提高该项目

的成本效益，扩大其覆盖面，改善当地粮食采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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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人数

2010年，世界长期饥饿人口数量出现了15年来的首次

下降，从2009年的10.23亿人减少到了去年的9.25亿人。

饥饿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亚洲， 2010年亚洲有8000

万人摆脱了饥饿，同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也有1200

万人摆脱了饥饿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对于减少饥饿人口发挥了一定

作用，不过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大气候的

改善以及2008年以后国际国内粮价的下降。

“各国和全世界快速有力的行动有效地抑制了饥饿人口

快速增长的势头，”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乔赛特 · 希

兰说，“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我们必须将饥饿彻底击溃，

从而确保地区稳定，维护人们的生命和尊严。

尽管2010年饥饿人数减少了10%，但仍然比2008年和

2009年爆发经济与粮价危机之前要多。在2010年年末，粮

食价格也开始上涨，预示着减少全球饥饿的工作面临着新的

挑战。

2000年，联合国正式通过了八项千年发展目标，其中

第一项就承诺到2015年将饥饿人数减半，即从20%降低到

10%。如今我们还剩下五年的时间，而饥饿人数仍然占16%。

在内罗比基贝拉贫民区的Stara
学校里，孩子们得到了世界粮
食计划署红杯子计划所提供的
粮食。红杯子计划是粮食署学
校供餐计划的一部分。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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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201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接到的私营部门援助持续

增加。去年，私营现金捐款（包括企业、个人、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增长了37%，总额从1.05亿美元攀升

到1.44亿美元。去年，私营部门合作伙伴成为世界粮食计

划署第六大捐赠来源。 

“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捐款和技术支持 ，它正在

加深和拓宽我们对抗饥饿的深度和广度。” 世界粮食计

划署公关、公共政策及私营部门伙伴关系主任南希 · 罗曼

（Nancy Roman）如是说。

去年，有超过一半的捐款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募集

的 ，特别是为了应对去年发生的两起特大灾害---海地地

震和巴基斯坦洪水。

捐助者们极其迅速地对海地的悲剧事件做出了回应。在

震后的五天内，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企业和个人募集了近 500

万美元的捐款，其中大部分来自网上募捐。在地球另一端的

泰国，粮食署通过和当地一家电视频道的合作，为海地的灾

民募集到了超过 500 万美元的公共善款，此外还带动了总

价值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大米实物捐助 --- 这些都直观地说

明了私营部门的筹款活动是如何影响社会公共捐赠者的。

寻求合作伙伴

2010年，我们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用世界粮食计划

署的网站联系到个人捐助者，着眼于募集资金，吸引更多

的人来关注饥饿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互联网共募集到了超过870万美

元的资金，同时在线订阅者人数也从2009年的五万人增

长到了2010年的将近二十九万人。

在突发事件及其后续工作中，个人捐助对世界粮食计

划署抗击饥饿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寻求

与在物流、营养、信息技术和其他方面拥有核心竞争力的

企业结成战略同盟。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还寻求合作伙

伴，共同发掘个人消费者的力量，来筹措资金和提高公众

意识。

和前几年一样，世界粮食计划署最大的消费者募款活

动还是由百胜集团组织的 “世界饥饿救济” 年度大型公

益项目。从2007年开始，百胜就成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

的重要合作伙伴。截至今日，这个活动为世界粮食计划署

共募集了4400万美元的捐款，也让上百万的消费者进一

步了解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全球饥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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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百胜集团的活动海报，这项
活动已经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募集
了40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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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著名的生活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在十个国

家开展了一系列善因营销活动，在德国和瑞士最为成功。

在这两个国家，联合利华品牌和一家著名的连锁超市合

作， 通过产品销售募集了超过44.5万美元，同时也把世界

粮食计划署的讯息通过数百家商店传递给了顾客。

201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生命科学和营养公司 — 荷

兰皇家帝斯曼公司（Royal DSM)  — 重新建立起重要的合作

伙伴关系。从2007年起，帝斯曼已经提供了价值超过800

万美元的现金、营养品和技术支持。同时，他们在世界粮食

计划署营养战略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帝斯曼还资助

了10位世界粮食计划署在艾滋病防治和营养学方面的顾问。

此外，他们帮助开发了新的营养产品，包括富含维他命和矿

物质的玉米-大豆混合配方，以及专为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群

调制的微量营养粉。

LG电子公司是世界粮食计划署2010年在亚洲的第一

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该公司一直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

肯尼亚的学校供膳项目和在埃塞俄比亚的环境恢复项目。

2010年，LG电子公司将救助项目拓展到了孟加拉和柬埔

寨，而不是局限于非洲之角，使合作总价值提升到了600

万美元。同样在亚洲，韩国国民银行成为了世界粮食计划

署在韩国私营部门中签署合作协议时间最早最长的捐赠

者。自2006年成为捐赠者以来，国民银行已经累计捐赠

了将近90万美元，用于支持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印度尼西

亚和柬埔寨开展的项目。

世界粮食计划署与百事可乐于2008年建立合作关系，

希望改善自身的绩效管理和信息共享途径。在2010年，合

作得到进一步深化，新的信息技术平台正式启用，同时对

核心员工的培训项目也开始进行。

激光束项目

激光束项目这一颇具前景的倡议充分调动了公共部门

和私营部门的时间、能量和金钱，以解决儿童营养不良问

题。自2010年该项目正式启动，新的合作伙伴不断加入

其中。2011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帝斯曼、全

球营养改善联盟（GAIN）、卡夫食品和联合利华开始在

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试点国家开展激光束项目，

这两个国家的儿童营养不良率分别高居世界第五和第六。

为了使项目的效果更加明显，世界粮食计划署分别在

这两个国家选定了一个目标地区实施干预措施。

一家孟加拉国的研究机构得到帝斯曼的资助，得以研

发一种源自当地的适合6－23个月大的幼儿食用的高营养

食品。全球营养改善联盟则在绩效管理专业知识方面做出

了贡献。卡夫承诺将为孟加拉国提供超过五年的高达200

万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有关街头餐车、田间粮

食生产和营养教育等项目。而联合利华将为大约10万名孟

加拉国最脆弱的学龄儿童提供两年的学校供餐项目资金。

激光束项目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实际、明确、重成

效的政府－企业合作模型，大幅度地减轻儿童营养不良状

况。企业能够贡献其智慧、资源以及动力，为世界粮食计

划署、相关政府、其他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增

添技术含量和宝贵经验。

随着五年试点阶段的结束，各合作伙伴的工作纷纷完

成，我们便建立起一个帮助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地模型。

我们地目标使将这个模型投射到任何有需要的地区，帮助

营养不良的孩子过上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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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米网提供的免费大米被分
发到尼泊尔的Sanischare难民

营，为超过10万名不丹难民提
供了食物。

有米网

这是世界上唯一致力于为饥饿人群提供食物的在线词

汇游戏。回答正确一次，该网站都会通过广告赞助商捐出

十粒大米。截至2011年四月，该活动募集到的大米足够为

460多万人提供一天所需的粮食。

自2010年九月第二代版本正式启用，有米网每个月

会吸引120万玩家。第十五届威比奖将最佳游戏奖颁给了

有米网以表彰其所做的贡献。该游戏的创始人约翰 · 布林

（John Breen），是一位曾在哈佛大学就读的计算机程

序设计员，开发过许多人道主义类网站，其中包括获过

奖的反饥饿网站。他是在帮助他的两个儿子准备大学考

试时，萌生了建立有米网的想法。随后他将这一想法拓

展成一个平台，平台有两项目标，一是让所有人可以免

费学习英语单词，二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饥饿的人

们提供免费的大米。2007年，布林把有米网捐献给了世

界粮食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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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共为75个国家的1亿920万人运送了460万吨粮食援助。

受益人包括：

 8900万 妇女和儿童

 1540万 国内流离失所者

 210万 难民

 51.2% 受益人是妇女或女孩

 270万 妇女得到额外的营养支持

 6610万 儿童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项目的援助

 2110万 学龄儿童得到学校供餐 和/或 可以带回家的粮食配额

 48.5% 参与学校供餐项目的入学儿童是女孩

 850万 营养不良儿童得到特殊营养支持

 250万 来自41个国家的艾滋病感染者得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帮助

 290万 人们在现金和抵用券项目中获益

 2430万 人们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在获得粮食援助的同时累积资产、参加培训，增强抵抗灾害和保

护家园的能力

排名前五的受益国家中的受益人数：

 巴基斯坦 16126000 14.8%
 埃塞俄比亚 9910305 9.1%
 苏丹 9234074 8.4%
 阿富汗 6556047 6.0%
 尼日利亚 6168641 5.6%

世界粮食计划署2010年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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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不丹难民的膳食，
一名尼泊尔男子正在将由帝
斯曼提供的微量营养粉拌入
大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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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位于海地太子港
郊区的Tabarre lssa重新安置营运送
食物。像这样的重新安置营在海地
共有数十个，为上百万名因2010年
一月大地震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提供

了临时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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