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粮食��署
�合国

互助合作三十年

在中国

1979 - 2009

世界粮食
计 划 署

联 合 国

www.wfp.org.cn



©  版�所有

�合国世界粮食��署中国�公室，2009年

保留所有�利。本出版物所�信息可自由�制，但需注明出�。

如中文翻�版与英文版之�存在任何冲突，以英文版�准。

声明

所有地��示的�界及名称，并不表示�合国粮食��署�任何�土的法律地位的判断，

也不意味着��些疆界的�可或接受。

如需垂����

北京亮�河南路2号

�合国大楼

世界粮食��署中国�公室

��: wfp.beijing@wfp.org

��: +86 10 85325228

�真: +86 10 6532 4802

网址: www.wfp.org.cn 

封面照片：

被安置在云南的�裔越南�民烹�WFP的援粮

CHA_198412_WFP-Unknown_0001

目��照片：

中国通�WFP向津巴布�捐�的玉米粉�������� 

ZIM_200901_WFP-Richard _Lee_0013

阿根廷 -

 -

 -

奥地利 -

加拿大 -

 -

中国 -

丹麦 -

欧盟 -

 -

法国 -

 -

 -

意大利 -

日本 -

 -

 -

 -

沙特阿拉伯  -

瑞典 -

 -

瑞士 -

TNT -

英国 -

美国  -

 





目 录

山�WFP���点粮食��

回顾

开端

从救济到发展

甘肃：一个成功的典范

援助高峰期

伙伴关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关键力量：妇女赋权

面对灾害：1998年洪灾

撤出: 理论依据

撤出: 具体操作

经验总结

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应对灾难

结尾：展望未来

01

02

04

08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6



目 录

山�WFP���点粮食��

回顾

开端

从救济到发展

甘肃：一个成功的典范

援助高峰期

伙伴关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伙伴关系：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关键力量：妇女赋权

面对灾害：1998年洪灾

撤出: 理论依据

撤出: 具体操作

经验总结

中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应对灾难

结尾：展望未来

01

02

04

08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6



中国前�埃塞俄比�大使林琳2007年��MekeleWFP学校供餐�目，并品�中国捐�的��餐。

1

1979-2009: 
互助合作三十年

�合国世界粮食��署（WFP）和中�人

民共和国（中国）1979年建立的�伴�系，在�

去三十年�，从起初的以粮食援助�手段提供救

�，不断延伸并��了�型。WFP 和中国政府

一道�助中国广�的�村，大多是偏�地区的数

以千万�的人口告�了���困。随着��的持

��展和粮食自�的��，中国逐�从WFP受

援国���捐助国。如今WFP和中国政府相互

�作，共同�世界各地数千万�困人口提供粮食

援助，�“消除全球��”�一千年�展目�而

努力。
中国前�埃塞俄比�大使林琳2007年��MekeleWFP学校供餐�目，并品�中国捐�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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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

在互助合作�30年里，WFP在�共�施了70

多个�目，捐�了近四百万�粮食，惠及三千万

人，遍及除港、澳、台之外的�一个省、直�市和

自治区。通���荒地、灌�和基��施建�，使

荒山成�良田。以工代�活��助各个社区靠稀少

的耕地��了自�；�注�女作用的以粮代教活�

�助�目区所有的村民，不分男女，��自己的潜

能。

WFP和中国目前良好的�系是从��性的合

作�始�展而成的。�然1971年10月�合国通�决

�，正式承�中�人民共和国�中国唯一合法政

府，直到1978年中国迅速�外�放和�行改革之

前，中国政府并未�求国�援助。

1979年，大�25.2万�民逃亡到中国的南部省

�，大部分是�裔越南公民。�民的涌入�中国政

府�来了�重的�担。在��情况下，中国愿意同

�合国机�合作，并向WFP表示�迎粮食援助，

以�助安置�些�民。

由WFP当�的代理�行干事昂����阿

���多布里托率�的一个�目���和中方官�

�商�成一致：将�民从最初被派遣从事的�力密

集�目�移到位于��的海南�上和云南省的国�

�裔越南�民被安置在海南����

�裔越南�民等待�取粮食援助

3

��。�民从事�建��、修筑水�、水�和灌�

水渠的��，粮食援助作�工�的一部分�放�他

�。�是双方第一个合作�目。

�个成功的�端使中国政府�迎WFP�日后

的�展提供支持。中国政府意�到在�助�村�困

人口（1978年��2.5�人）脱�和�展粮食生�

方面，WFP可以����作用。

WFP�同中国避免依�国�粮食援助的愿

望，�入中国的目�乃是�助�国��粮食自�。

 

1981年9月，WFP在北京�立了常�机�。一

支四个人的小��——一名国�官�和三名中国当

地雇�——在位于三里屯使�区的�合国����

署大院里�立了WFP��代表�。 直到30年后的

今天后，WFP中国�公室仍在此地。

在北京设立WFP驻华代表处

“一�始我�什�都没有，不得不坐在�公

室里的包装箱上，因�没有�和椅。�于，我�

从香港��了家具和文具，弄到了一台手�打字

机。我��始装��公室。那�，外国人在中国

工作可不像今天——中国���始向外部世界敞

�大�，我�必�一切从�学起。”  

                                 —— �建英 �目官�

�任WFP��代表�行政秘�

WFP��代表�外景WFP早期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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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救济到发展

WFP援助中国的�展�目最初�重于��、

林�以及����，并与世界�行合作�展一部分

�目。�了�足��制品日益��的需求，1983年

WFP��了“六大城市及周�乳���” �目。

六年内，��目�到了�定目�，使六个主要城

市——北京、上海、天津、武�、南京和西安的�

制品�量翻了一番。

�如此�的早期�目�一些地方企�的成功

奠定了基�，如建立了瓶装水和酸�工厂。�些企

�后来被�交�私�部�，��至今。

然而，�一个��了几十年����的国家

而言，WFP和中国之�就�展�目的合作并不是

一蹴而就的。中国20世�70年代和80年代�行的改

革�放�来了一系列迅速的�化，包括�施了改�

�村面貌的家庭��承包�任制。�民第一次按照

家庭人口分配到耕地的使用�。政府逐�放松��

�品�售的�管，��可以在�放的市�上出售自

己的�品。

随着�民逐�参与到一个越来越大的自由市

���中，政府�始高度重���生�力并�施大

型���目。中国��生��始�著��的同�，

WFP在中国的�展中有机会��自己的作用。 

�西米脂��民�粮食回家

六大城市及周�乳��展——武��牛�

5

20世�80年代初，WFP�始从事�展援助的

�候，中国�民的收入出�了�人的��——1978

年至1984年，年平均��率�15个百分点。��生

�的蓬勃�展�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随之

而来的是�民收入��的�化。

80年代初，随着WFP援助中国�目的�大以

及双方合作的加深，中国政府鼓励更多的省�独立

�写�目建��提交�WFP的理事机���。由

于WFP的�目���加，��代表�雇�了更多

的国�和中国��。

与WFP的早期合作中，改革的��与中国政

府卓有成效的�目�施�略是一个制�的�合。�

一卓有成效的模式使WFP�目作�国���和中

国政府�伴�系的成功典范�得了国��同。

  重点西�

20世�80年代中期，全球其他地区的�急需要

�有限的援助�源�来很大�力，同�国�捐助�

�和国家�始重新��WFP�中国的援助。在�

个困�的国�背景下，WFP�行干事�姆斯�英

格拉姆于1986年4月��北京。��后，英格拉姆

重申WFP援助中国的承�，声明粮食援助�中国

人民十分有益和重要，而且肯定中国政府��目的

�施是高效率的。

尽管如此，WFP�同中国政府��展不平衡

��的�切，决定从���的�部沿海区�移，不

再着眼于�城市居民的�食�辟多�化的蛋白�来

源，而是集中精力�助落后的欠��内�地区。

重心西迁的决定 

“从中国相�繁�的�部沿海地区向最�

困、欠��的西部和中部�移，最大的挑�是如

何保持�目的技��量。�估�更多的��花在

�地考察中，把技���和��放在各省�目

区。我�在�地��中引入个案研究。�入少数

民族聚居区�，我�在�估小�中加上了一名人

�学家。我��需要更多的信息了解土地改良�

目的施工人�和受益者的情况。我�在工作�展

的同�，至�重要的是保持捐助者�我�的信

任。因此，我�定期��捐助国代表到�地�

�，有些是直接从捐助国首都�道而来的高�官

�。” 

——特雷�佩奇 WFP��代表

1986-1990年

山西米脂以工代��民在����用餐

加拿大援助方代表到甘�参��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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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年，��干旱地区成�WFP的重

点援助�象。�然在地形、气候和地理位置方面遇

到了�峻的挑�，WFP通�以工代�活�援建的

灌�系�遍布整个地区，逐���了粮食安全，提

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灌�水渠竣工后，自行�和�

�机�始出�，体面的服装取代了孩子原本��的

衣着，破旧的住宅被修�或重建。几年之内，��

天��始出�在一度荒凉的�下。

  WFP援助�目在西部地区的�施

随着中国的�角更加全球化，WFP��在

�村的活���些偏�角落也接触到了新思�。

WFP的�估�成�往往是所到之�第一批到�的

外国人。有�WFP工作人�会受到外交官�格的

接待。在�下，盛大的�迎人群迎接WFP工作�

的到来，并�他�在当地体育���行歌舞表演。

有的地方政府因��得原来的住�不�合接待外

�，甚至�工作�新建了��的住�。

�西受益家庭享用WFP援粮

WFP�目官�珍�布朗在河北�下友��

7

作�WFP�中国援助的主要物�，小麦被整

批�送到就近�目区的港口。WFP通�一个巧妙

的�法避�中国��的版��来的��困�——海

外�来的粮食被存入中国政府的粮�，作�交�，

再从�目区的谷���同等数量�量的小麦、面粉

或者大米。

也有一些援粮通��路从港口��到距�目

最近的卸��点，然后用汽��到�目区的粮�。

WFP的援助��了政府的�担，使其能��省有

限的�源用于改善�些落后地区的教育、保健和�

生状况。

WFP提供的援助�助全国各地的�困和粮食

不安全家庭�足了口粮之需，��助他��累了可

持�的家庭��。一些支持教育和保健的WFP�

目更使�困家庭�久受益。 

以粮代教鼓励全家人，特�是女性成�，参

加功能性�盲和��技�方面的培�。粮食和培

�的�合更加激励了��投身WFP�目的�情，

提高了土地平整和灌�水渠建�的�量。此外，

WFP�目也�助����多�化��品和从事其

他副�。

广西少数民族�女参加�生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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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一个成功的典范

甘�省年均降雨量低，天气条件�劣，�来

是粮食自�最困�的省�之一。位于西北地区的

甘�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然地�黄河上游，

甘�却是全国旱情最重的地区。在WFP的援助

下，甘��民修建了黄河引水灌�系�，使原本

有�食不果腹的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WFP的援助覆盖了甘�省旱情��的定西南

部以及中部降雨量最低的金台和古��。�一地区

�然气候�劣但土地肥沃且平坦。然而，当地�民

�受��和低�的�累，部分原因是政府�力有

限，�平整�田、�展�殖�、家庭供水、造林活

�的�金投入不足。

�利用大�50公里以外的�富的黄河�源，甘

�省政府1984年�起了一个��缺水地区的引黄工

程。

但�一��由于缺乏�金而�浅。省政府申

�WFP援助以完成�一未竟�目。“甘�省景泰

川控制区灌�����”�目�得批准，通�灌�

土地和植�造林扶助当地���展。此外，WFP

��人��着手�11.5万�徙到�目区的移民�建

上万所住宅，并�他�重建了100所学校、几十个

村�所和���生院。 甘��粮��

9

��目收效十分�著，�民原本在�片土地上

�以�生，到1995年�目竣工之前，当地粮食�量

比1989年��了638个百分点，而且人均收入提高

到642元人民�，大大超��目最初的估�。

  保持�甘�的�展援助

在2001至2005年的中国国���中，甘�省仍

旧是WFP�展援助的一个重点省�。WFP通�粮

食��和改善基��施的�施�略�助当地消除�

困。 

跟中国其他地区一�，以工代�活�作�一

�重要的�略被�用在甘�的��工作中。�民退

耕�林、改良土地、修建灌�水渠和�水�施，并

得到粮食作�酬�。以粮代教活�伴随�些工程�

展，主要目�集中在�助居民，特�是�女，改善

健康状况，提高��技能、�字能力和从事�收型

副�的能力。 

以下��数据展�了WFP甘��目的��成

果：

粮食受益人 936,177 (女姓占48%)

以工代赈参与人 221,732 (女姓占50%)

以粮助训参与人 418,175 (女姓占61%)

修建饮用水蓄水池 11,901个

修建饮水系统 51个

修建灌溉蓄水池 5,336个

修建拦水坝 106个

开梯田 1,594 公�

草地、经济作物、柴火

和水源涵养林

5,446 公�

乡村道路建设 61 公里

(数据截至2005年5月)

甘肃的环境及改善

“甘�省条件最�劣的是�受旱情之苦的定

西南部。我��那里���用水是一个�重的�

�。当地�民�明了一�蓄水池，用它收集的雨

水可以用一整年。在世界粮食��署的援助下，

我���民�了蓄水池。�解决了�水和粮食的

��，�了大忙。” 

—— 何康 中国��部前部�1983-1990年

甘�礼��用水�目

甘�会��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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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会��王集小学

11

困�甘�省的一个����是当地在册小学

生�数很少。 2004年WFP在甘�省�行的���

示，甘�小学入学率低，�学率高，并且出勤率普

遍�低，特��生活在�村地区的女童而言。一些

地区女童入学率只有30%。 

�致上述��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困家庭无力�担�学期40元人民�的

学�; 

二、儿童要承担�活和家���; 

三、���念��女童受教育不如男孩重要;

四、学校�家�；

五、教育�量差。

�了解决�个��，WFP从�村�合�展�

目�配了400多�粮食，加上由国�物流公司TNT

集�捐�的粮食，在甘�省��了一个学校供餐�

目。共有9,420名女学生�到了口粮以鼓励他�的

父母�女儿��接受教育。 

2004年6月20日，WFP与TNT��了一次“行

走天地�”活�，惠普、甲骨文、澳大利�CBN

���道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道出席了�

一私�企����宴，�学校供餐�目��。2005

年，WFP用募得的捐款��的粮食使甘��外

2,500名�学女童重返校�。

�到口粮的甘�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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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艾滋病的��

甘�也是WFP将艾滋病的宣�教育工作�入

其以粮代教�目的典型。�是2001年WFP�始在

培��目中�添的一个新内容。WFP和�合国艾

滋病��署密切合作，得到�于培�的教材和�程

的建�性意�。由于能�深入到中国偏�的�村地

区，WFP�得了�助防止病毒�播的特殊机会。 

在2003年�表的一�艾滋病�防、治�和�理

的�合�估�告中，中国�生部和�合国艾滋病�

�工作��定了以下可能�致艾滋病大�模流行的

潜在因素： 

   高��行�的�加; 

   �艾滋病缺乏��和存在社会��;  

   �村�女生殖道感染的高�病率；

   �村治�中心�行的�血；

  地区���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和大量流�人     

口的存在。

据甘�省�生局2005年5月提供的数据，147例

新�艾滋病病例中一半是女性患者。WFP�助�

展培�提高人��艾滋病的��，介�病毒�染方

式的知�。甘�大�有40万�民，其中百分之八十

是�女，接受了��培�。

WFP官��梅（左二）与受益�女

13

甘�受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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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高峰期

20世�80年代中后期，�捐国通�WFP向中

国提供小麦的数量�到峰�。1986年至1988年，中

国平均�年得到WFP40万�的�展援助粮食，是

当�WFP全球最大的�目，��超�其他国家。

援助��使WFP支持的�目数量�下��，惠及

越来越多的受益者。

 

�中国的粮食捐�激�的原因是多重的，其

中包括：  

  WFP在�行�展援助和�急救�工作中的高效

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肯定，�捐国�WFP越

来越信任; 

   国�社会支持中国的��改革并�可中国政府

解决国内�困��的努力;

   当�国�粮�中有�富的��，中国�施�目

的效率使得大量的粮食可以被用来�助��地

区的�困人口。

WFP�始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并共

同努力更好地配置国�援助�源。�了�一�提

高效率，新的理念被引�到WFP的�目，其中包

括： 

  �化�估程序; 

  在考察�中�加社会学家，以便更好地�价

�目�社会的影�;

   更��的了解受益人情况。 

����化使WFP更好地了解了�个�目的

利弊，以及�行�位的��和弱�。

此外，中国���力日益下放也�WFP在全

国各地的工作�生了影�。

安徽排水和灌��施�目土地勘�

15

权力下放后的变化

“随着��部�始将�力逐�下放到省一

�，我�的�系也在不断演�。我到任的�候，

操作已��生了很大�化：�目建��从各省直

接上��我�，我��行修改或者重新��以�

合�范，然后再把建��送回各省。但随着各省

�始支付更多（�目�行�用），我��始跟省

里，而不是中央政府，�行磋商。” 

        ——托�斯�莱�托  WFP��代表�

�目官�1987-1991年

      

  高峰年的一个典型�目

高峰年的一个典型项目 安徽省改造排水和灌�

�施�展���目

地点 安徽省

受益人 401,400

WFP粮食总量 35,000 �

项目总价值 �4,750万美元, 其中

1,500万美元来自世界�

行

项目始于 1984年4月1日，�期3

年

背景：�目区位于中国北方平原，其�度的

降水、日照、温暖的气候和�期无霜期利于��生

�的�展。然而�地区�期受��气候交替的影

�，�致季�气候——雨量不均，旱�、洪水和其

他自然�害��。土壤�瘠也阻碍了��生�。 

目�：主要目�是通�改善排水和灌�系�

提高���量。�包括��排水系�，建�和修�

灌�水井，平整土地，道路建�，植�和修建�村

道路。�目近期目�是控制和消除洪水、水浸和干

旱造成的破坏性影�。

�目区：淮河平原沿�的安徽北部，包括蒙

城、��和遂溪�。 

受益者：��目覆盖40多万人，包括10.32万

直接参与��者，其中�女占31 ％ 。

活�：整个�目中WFP的援助�加了粮食供

�，��了�民���担，鼓励�民更加��参与

建�活�，从而加快工程的�施并提高了工程�

量。工程��完成了一个排水系�和一个灌�系

�，�有数座�梁、道路、水�以及在整个地区范

�内重新造林。

莱�托考察甘��目

安徽小��款受益�女从事�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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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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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90年代粮食援助的形�出�了�折。捐助国更

加重��急救援，提供�WFP�行�展援助的�源

明��少。�了最大限度地��有限�源的作用，

WFP在90年代中期�始在��合投�，�行���

源��。

自1993年起，WFP和一个�合国��机�——

国����展基金会（IFAD），就可能的合作�

行了广泛的��。当�国�要求�合国机���各

自�目周期的呼声很高，而且WFP和IFAD�部都

�在��，�者在�目�施地���伴�系�理成

章。1995年，WFP与中国政府的合作�系也包括了

IFAD ——WFP和IFAD共同�助一些�目，并有中

国�村信用社参与�来 。IFAD 逐��展成�WFP

在�的最重要的合作�伴。

��个机�目�一致——都是���村�困和

提高家庭粮食安全。然而，IFAD不同于WFP之�在

于它是通�提供�款�助�展中国家，�受益人从

事�展��作物、畜牧�、水��殖和其他�收活

�。

除了改善�困人口�得小��款的机会�一

主要活�，IFAD�目的做法�包括： 

  更好的聚焦��; 

  各村更深入的参与�目��和�施; 

  具体的社会和�收技能培�;

  着眼性�，解决女性和男性的不同需要。

WFP和IFAD在中国的�伴�系具体包括： 

  共同的愿景：�脱�困的路��——首先�

足家庭基本消�需求，然后��家庭粮食安

全，并最�改善其�得小�信�的机会以�

行�收和�持生�；

  共同与政府�口部�，即��部接触;

  以及通�WFP的“脆弱性分析和制�系�”

17

�个机�的�合使�抗�困的手段更加有

力，在全国范�内�生了广泛而明�的效果。

WFP和IFAD的双重投入使国�援助可以惠及那些

�脱��困的人口，�助他�受益于小�信�和�

��收�目。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WFP和IFAD之�的�作

是受�迎的。合作�目融合援款和�款�金，使海

外援助�源翻了一番，�少政府接受IFAD�款的

��。当然，�也��了�独�目的��和��的

工作量以及接待�捐方�目考察�的�担。���

伴�系也�少�国���的依�，从而加�了中国

自身准�和制定�目的能力。

�个机�和中国政府的�力���提高�目

整体效果�生了�著作用。WFP和��基金在中

国之�的�伴�系成�一个�板，后来被推广和�

用到��个机�所在的其他几个国家。

互惠的联盟

 “IFAD通�小�信�所做的跟WFP的工作

十分�似。WFP的粮食援助可以惠及最�的人，

但小��款不能。因此IFAD的�力是如何做到�

一点。IFAD的�趣在于更精准的覆盖特定人群。

从我�的角度，我���IFAD的投�利于�目的

�期效果。合作的想法来自IFAD和WFP之�的

��。通常情况下，政府尽力�我�各司其�，

但是�手IFAD，我�可以�少投�却��相同的

目�。小�信�和�展援助�合可以做更多的事

情。WFP可以��个人，使他�能�从��基金

的小�信�服�中�益。 ” 

 ——克里斯��文斯基 

WFP��副代表1994-1998年

  WFP/IFAD合作�目案例

项目名称
安徽省西南山区���合���

目 

地点 安徽

受益人 43.6万（ 65 ％�女性）

WFP粮食 14,000 �

项目总价值 � 5,600万美金，其中2,650万美

金来自��基金

项目始于 1999年1月1日，�期5年

内容提要:  �个WFP/IFAD合��目位于中国

最��的省�之一，目�是教育和培��困家庭的

�女。WFP的粮食援助和IFAD�款投��合，形

成一�新的模式：IFAD�小�信�的受益者提供

技�培�，而WFP�提供粮食支持。

目�:  �个�目的�期目�是通���和社会

�合�展��粮食安全，�加�村�困家庭的收

入，并以可持�的方式改善他�的生活条件。 短

期目�是： 1 ）�加作物�量; 2 ）促�和�加�

得信�的机会; 3 ）向�民�收活�提供信�以�

加家庭�金收入; 4 ）通��村公路建�，加��

外通�和市�可及性; 5 ）改善�民技能和提高其

自�能力；6 ）改善目�人口的健康状况。

�目区:  包括金寨、霍山、岳西、潜山和太湖

五个�的34个��，共438村。

受益人:  10万多�，�43.6万人。

活�:  WFP的援助用于支持以粮代教方案，包

括水�源管理、作物培育、植�、畜牧和��的技

�培�，以及�女�盲、�收技能�展和基本保健

的培�。�通�以工代�的方式建��水系�。

 

����困��——主要是山区和少数民族

地区——的定位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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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

上世�90年代，WFP��代表�与澳大利�

国��展署（澳�署）建立了�伴�系，�署�始

将大量�中国�村�展的�算通�WFP�施。

澳�署致力于�助中国解决重大的健康、�

境和行政管理��。澳�署�助政策改革、区域�

易和投�的同�，��注社会��。它跟WFP共

同�心改善�生系�，�少如艾滋病之�的�染性

疾病的�播和加�水�源管理。

创造性的联盟

 “澳大利�国��展署在中国扮演了一个非

常有吸引力的�干角色。�是一个愿意承担��

富有�造性的捐助者，符合当�中国的需要。人

�十分需要小��本，因�当�跨越�行�定、

利率和其他限制�得个人�款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澳�署而言，将WFP作�一个金融渠道

�是有点不�常，因此，我�研究和借�了我�

和IFAD合作�目的成功模式。他��：“��把

��分�粮食和我�支付�金的能力�合起来，

就可以��以�金助工和以工代�的�目供人�

做出自己的��。”

           ——理���里根

WFP��副代表1998-2000年

澳�署�助的�州学校�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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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FP/澳�署合作�目案例

项目名称   武陵山区�村�展�目 
地点 �州省

受益人 190,000�

项目总价值 �1,300万美元，澳�署�担

50 ％

项目始于 2000年4月17日，�期3年

目�:  �WFP/澳�署�一合作�目旨在改善

�目区少数民族群�的生活条件和�少�困。�目

的三个基本�成部分包括：

1 ）建��村公路; 

2 ）提供安全�水�施；

3 ）建造和翻修�所和医院。

�目面�：�州省西南部的黔�南州七个

�。 

受益者：�19万少数民族��。 

活�：��目��力密集型，依靠受益人本

人的��参与。主要活�包括修建道路、水井及澄

清池和医�保健�施，以及提供培�。附加的医�

培�部分包括保健人�培�、�核培�教材、提供

基本�品和医���、村民基本健康和�生培�。

WFP的主要援助可��如下： 

  修建6段��度�88公里的四�公路; 

  建造4个大型机井; 

  修�1,871口水井以及��547个澄清池; 

  建立8个���生院和186个村�所并提供医

���和�品; 

  ��10万村民提供包括艾滋病知�的基本�

�州少数民族参加艾滋病知�培�

生保健的培�、�384个�所的工作人��

展�生培�;

  �38名教�和1万名失学儿童�行性教育和

艾滋病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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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力量：妇女赋权

尽管毛��主席��“�女能�半�天”，

WFP在援助工作中将�一理想�化���仍然遇

到了不断的挑�。使�女不�在以工代��目工地

上操作手推�，也能在�目管理和决策中占�有的

一席之地，是一个��的�程。

1995年在北京�行的�合国世界�女大会�助

WFP将�略重点�一�集中到�抗�困中的性�

��。�一��随着1992年WFP第一位女性�行

干事�瑟琳���蒂尼的任命已�受到特�的重

�。一系列注重性�和通�培�加��女技能的�

目越来越反映出中国国���的�一�先考�。

女性效应

“我��——�不是自我吹嘘——我作�WFP

派�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国家代表�来了一定的�

化。��部把更多女性安排到�口�位上和�目管

理�公室。我�倡�更多的�女走上管理�位，�

一点能���，除了因��是WFP��女承�的

一部分，也因�政府是在跟WFP的一个女性国家

代表打交道。�公室有空缺�，我�委任了几位女

性，甚至任命了一名中国工作人�����性��

�和��女的承�。我���是我�能���局面

的一个重要原因。” 

——埃�斯�拉森 WFP��代表1997-2000年

妇女参与

“我从可行性研究和准�到��全程参与�

一个�目，因此有机会就�女全面参与�目事

宜，跟地方�目�和��小���。尽管毛��

曾提醒我�‘�女能�半�天’，但当���和

�行�目的�是男人，�女不受重�。�然并没

有取得重大�展，但我�就�女参与�目和加入

管理�公室���始了��。”

         ——艾��威�金森 WFP��副代表

1992-1994年

WFP前任�行干事�瑟琳���蒂尼��武陵�目区

21

以粮代教的�助模式使成千上万的�女得以

从�日固定的�耕中抽出��参加�盲班。女学�

很快�得了技能、信心和自尊，学会�写基本的字

�、�名和理解��的合同，�使��能�受益于

小�信��款。 

功能性�盲培��程提供生活所需知�和技

能，是激励和�予�女�力富有成效的途径。培�

除了�注��、�生和��生�方面的��技能，

也�重于��、写作、��的数学�算。

�程�置和教学方法的基本原�： 

  ��易�的信息; 

  �注当地需要; 

  最大限度地利用照片和�形; 

  鼓励学生参与，激�学��趣; 

  �准作�目�群体的成年女性所�注的�先

事�。

WFP通�制定具体目��固其提高�女地位

的承�，跟全国��的�密合作也��目的成功提

供了�助。此外，WFP升�了其受�定位和�行

��系�的性�敏感度，反映了��女需要的重

�。

然而，更加重��女和性���也招致了一

些��——有些人��新的�略��上�加了�女

的�担。 

主�重�性���的人�指出，WFP�目在

某些地区和�村�男性�造了就�机会，也使女性

受益。�了�家糊口，�村男性�年不得不�城一

段��打工��。通�提高生�率和促�本地�收

活�，WFP�助他��短了背井��的��。通

�支持�女的�盲培�、保健、��和�收活�，

�女�家庭的�献得以加�。2002年1月一个社会

性���的研究�此提供了�据。研究����，

在向中国�女直接提供粮食援助、促�其在决策

中的作用并提高��的�展能力方面WFP是成功

的。

拉森代表WFP与��部�署��

�州�女参加�收技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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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害：1998年洪水

�江主航道和中国各地其他主要水系容易泛

�成�。 1998年春，��的暴雨�致自1954年以

来最�重的洪水。�江沿�的中部和南部�失�

重。根据官方估�，超�3,000人�生， 1,380万人

被疏散，近500万�家庭被�，1,500万�民失去了

庄稼。洪水�破坏了大量的保健�所、学校、供

水�施以及道路、�梁和工厂。 

 

面���，中国政府部署部��助救援工

作，��了自己的�急救援措施，并首次代表�

民呼吁国�社会的援助。

WFP�����一呼吁，��了“安徽、湖

北、湖南和江西省洪水受�地区�急粮食援助”

�目，��四个�情最重省�的�民提供粮食。

�完成援助�些地区的任�，��目分�一个月

的�急救��段和接下来三个月的以工代�和重

建�段。 

抗洪压力

“我��得我在WFP�始工作的�切日期。

那个盛夏我���入（WFP）�太局，收到的第

一封信，也是我信箱里的唯一一封信，是来自中

国政府的提供水��急援助的�求。�太局局�

注明：准�回信。 那是我第一天的工作，回信

可不容易。我�与中国的�系正�于一个非常有

趣的�期。毫无疑�，�次特大洪��害�中国

政府相当大的挑�。�是政府第一次正式要求国

��急援助。” 

——拉斯姆斯�依根代� WFP�目���

1998-2000年

1998年洪�后以工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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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一家酒店的���公室��指

�湖南和湖北省的救援工作。在���急援助�事

���的86天中，9名工作人�，包括6位粮食�督

�，只有基本的���行工作：3个��本��、 

3台打印机、1部座机和2个移���。他���着

3�租来的��了1.5万公里的路程。尽管�源有

限，他�在�区重建中��了重要的作用。 

�然援助�地�行的�机充�了�巨的挑

�，WFP的反��常迅速，�助政府解决��居

住点的�急口粮需求以及恢�必要的基��施和服

�。

农田改造

“1998年12月初WFP工作人�到�目区的

�候，只有部分�田�上油菜、蔬菜和其他作

物。大多数�田仍然是光��的被水淹没。一个

月后，到1月中旬，�田�成了一片�洲。�似

的重大�化�有灌�水渠清除了淤泥，通往集市

的道路修��通。�害�生后，�民和政府都将

�修住房和�水系�作��等大事，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和�力���一目�。到春�，所有的�

民�入修�或新建的房屋并且喝上了干�的�用

水。”

——�� WFP中国�目助理

超�570万人�到�日1斤大米的配�。在第二

�段的行�中，受益�民参加了�如重建�用水�

施和土地清理的以工代�活�。整个�目�投入

1.46�美元，其中WFP捐款8,800万美元。

受�群��取��口粮

援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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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 理论依据

中国政府的��工作取得了�多世界上最杰

出的粮食援助和�展的成果。�期以来，中国�

�和�施�目的�大能力�WFP官�和�捐方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成�扶�典范的同�，其

杰出表�也逐�形成了��一���，就是WFP

的援助，特�是�展援助，已�不再是必需的。

中国的��和科技成果�始使国�社会有理由相

信中国具�了通�自己的努力解决�困��的能

力。

20世�80年代以来，��想法�得越来越多

的支持，因��多捐助者��WFP的比���在

于�世界上的�重��地区提供�急援助。与此

同�，WFP�急援助相�于�展援助所占的�源

���始上�。 

面�国�社会的�切和有限的�源，WFP整合

当�在中国的各个�目将其�入一个国���。�

国���成�WFP 2001年至2005年的收尾援助。�

框架采用多管�下的策略，���致中国�村�困

�象的��的社会和����：

项目地区制约因素

自然�害�繁

市�可及性差

安全�用水缺乏

�生保健水平低

教育和培�机会有限

WFP应对措施

土地��和灌�

水和土壤保�

社会基��施

人力�本投�

W
FP
援
粮
（
吨
）

1979-2008 WFP向中国提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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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期�，中国政府同意�加作�受援

助国家的配套�金投入，支持WFP的�目所提供

的�源。在最初��的以1:1配合WFP�源的基�

上，中国政府将其投入提升到2:1的比例。�加后

的配套�金涵盖援粮在中国境内的��、�存和管

理的全部�用。中国政府�同意支付WFP粮食的

海��——�在WFP与受援国的�系史上是空前

的。

中国政府采取的所有�些�外�措在WFP的

捐助方中�得广泛的支持，立即得到了WFP�行

局的批准。 

  可持�性

随着WFP�始逐��束�中国的援助，�目

的可持�性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保可持�性有几个��的方法。首先是通

�参与式�村�估的方式�加受益人在�目���

段的参与。在90年代中期已��展的社会基��施

建�，如道路、生活用水的�存和保健中心，成�

2001-2005年国���的第二个重点。除了�助提

高整体的可持�性，�些措施也��了受益者的，

尤其是�女的日常工作量。

然而，要�保可持�性，�要克服一些重大

的障碍。主要灌�系�升�、��和�行所需重要

投�必�由集体和��承担，而不是像当�的情况

由政府公共支出承担。 此外，由水利部���的

主要建筑物和跨区�水渠得到了很好的��，��

有序，但村�范�内的水渠因没有列入建�任�而

�浅。在�多情况下，�妨碍了灌�系���潜在

的功效。

培�在WFP的�目中��了越来越大的作

用，�然有�教学方法和教授内容并不�是�合�

民的教育水平、生活状况和��需要，因而影�了

培�的效果，�民�是从培�中�得了��有用的

知�。 

�目��境的影�也仍然是一个挑�，�需

要��采取措施，避免如��化等�境威�。

逐步撤出规划

“在交接方面我�有非常明�的��。我�

的目�是通�能力建�把�目移交�中国政府。

我�不是��把�源留下，而是要培�人�，留

下一些知�。在逐�撤出��中IFAD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因�有一些�目我�将��，但

IFAD将��做下去。我��IFAD在一些�目上

与中国政府将��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庄司百合子 

WFP��副代表2001-2004年

�女参加参与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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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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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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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期�，中国政府同意�加作�受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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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出: 具体操作

中国国���框架下的�目接近尾声的同�，

WFP援助的�目在其撤出后如何�持下去成�焦

点。2000年完成的 “�夏回族自治区扶�和�境

恢�”�目是逐�撤出�程成功�施的一个令人鼓

舞的案例。

��目跨越三个�，目的是改善当地水土流

失�重的�象。�地区春夏季�重干旱和秋季暴雨

的�端气候是�致�一状况的原因。整个�目由12

个分�目�成，包括水利建�、功能性�盲和技�

培�。WFP援助的�目在�地区取得了效果，在

其官方�束期限到来的�候，在中国政府的独立�

�下，�些�措得到了良好的��和�一��展。

  源源不断

一个��改善�水条件的分�目使�目区�

多村庄受益。曹河的一个小社区是�一�措成功的

典范。

在曹河新建的一座�房里，33�的万人美�

�房�角落的水��将自来水盛�了一只�盆。�

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万大嫂却并不��理所当

然，因�自来水引入�个�村只是最近�生的事。

不久前，村里�女要�行三个小�打水——万大嫂

至少�天�次走�个路程去打水，�的丈夫�忙于

�耕或�牛。在WFP的�助下，村民可以通�村

里的公共水��打水了。

�夏受益人�耀林向采�者介�自己的蓄水池

万人美家中的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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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P的�目完成后，中国政府延伸了�水系

�，将社区的公共水管直接接入村民家中，�著改

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量。比如，万大嫂因�有了

便利的水�源，�始把自家的��薯做成面条，通

����个�目年收入�15,000元人民�，大大改

善家庭��状况。�家先前的泥稻草房子被�在的

多�大瓦房取代。院子里原来有一�破棚子，如今

停着一��新�色�拉机。

��万大嫂的�秀英自豪地站在�那�花怒

放的苹果�里，一家人��在�身�。�一��大

家展示�的新收成——一�子���的苹果 ，一

�感�：“十年前�里没有花也没有果，什�都没

有。”

  技�援助和植�造林

�庄流域治理展示了�一�目一系列有益的

��特点，包括用于�植作物的梯田和保�水分的

新植林区。

WFP�目完成后几年内，一个持�的焦点是

如何��民提供�植季�性作物的必要技�和培

�，如冬小麦。WFP���地区后，�展工作通

�各个�目���展，其中包括�植�材以解决当

地健康��和将土豆加工成面条�售来�收。

黄湾流域一度是荒�的群山，然而��WFP

的�助，�里��了涵�宝�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的

沙棘灌木。附近的森林�植兼有生�保�、��作

物和提供木材的�合目的。�民家庭在�金收入的

激励下有足�的�力��植�，�反�来更好的保

��境。

WFP的�目完成后，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推�新的作物品�，并培��民更好的培育�些

他�本不熟悉的庄稼。��一来，��土地的收益

��了三倍。

  其他成功案例

�效�夏�目，国���下�行的其他�目也

同�取得了可持�性和�一��展的��成果。 

同心�丁唐村里， 39座混凝土内�水箱取代

了原来的泥土水�，并配�了�淀池以��从六个

抽水站抽出的黄河水。沿村庄主要街道���了混

凝土�筑的灌�水渠，使水直接流入村集体苹果�

里，那是全村1,200名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35�的�耀林和他同�的妻子�淑�看着自

己的院子里的蓄水池完工后日益肥沃的土地都非常

高�。耀林自豪的宣布：“我��在��土收入超

�100元 ”。除了苹果�，��夫�也通��植玉

米、小麦和向日葵�得了更多的收入。像�多其他

村民，他�用�裕的�金建造了一所�敞的新房

子。

�秀英展示�收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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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总结

WFP在中国的近30年工作中，在�个逐�

�外�放的国家里既遇到�困�也取得了成就。

WFP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得的�于�展援助的�

些��教�有利于将来其他�目的�作：

  WFP的粮食援助在一个国家的�展�程中

可以起到催化�的作用。WFP在中国采用的方法

和��的�目被��成功模式得以广泛推广，包

括中低�田改造�目和世界�行�助的�北黄土

高原�目。此外，中国的一些地区，如�州省安

��，�利用自己的�源��WFP的�目活�。

  政府的配套合作是�合扶�方法成功的重

要原因之一。中国各�政府成立了WFP�目��

小�和�目�公室，并提供政府配套�金以支持

WFP援��目�施。

  �有效地�行多�面的�展�目，在政府

各部�之��行��是非常必要的。�理��和社

会���，中国�目管理�公室的�建有助于不同

部�之�的�通。

  �合国机�和其他国�机�之�的合作使

WFP�目更加成功。IFAD和WFP援助的�合�目

��个���累了宝�的互���。�多�目也得

益于其他�合国机�包括�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

�生��和�合国艾滋病��署的投入。

  受益者更深入地参与从��、�施到完成

的整个�程，�保��目的可持�性�生了��影

�。�目准�、��和��中引�参与式�村�估

方法�生了更符合村民��需要的��成果。建立

村�施小�和鼓励参与制定村��展���予全村

人更大�利。重��女的作用以及使之参与�目活

�被�明是成功的��。

湖北恩施以工代�修建的�梁

29

  通�以工代�改良旱地和建造灌�系��

保�家庭粮食安全有重要且持久的作用。生�力�

�提高和中国�民的收入���生�多�化、基�

�施建�和非��收入的可行性奠定了基�。

  以粮代教是人力�源能力建�的要素，但

孤立的培�不能充分��效益，必�作��合�目

的一部分�施。�期努力，甚至�目�束后仍不�

断培�是中国以粮代教活�成功的原因。

  干�措施覆盖�多社区和受益者�明并不

能取得可持�效果。��特定人群完成一个具体

的任�能最好的利用�源。有限的�源�于分散

�，��无法从�目活�的�模效�中�益。

  深入的�目��、系�的技���和�价

考核是妥善�施�目，改�后��目��的��手

段。国���下中期�估相��少，�表明在�目

�行期�更需要��的深入��机制来�整�略和

活�。

  �WFP�入收尾�段的国���，�特�

注意�保�行的�展�目以�当的方式逐��束。

�展后�活�和�估�源，只需要最少量的工作人

�，但可以���保可持�性和����的宝�作

用。

广西粮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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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伴随着其��的快速�展，中国不���了

粮食的自�自足，且具�一定潜力�其他�展中

国家和多�机�提供支持。 

中国在1979年至2005年期��得WFP价�10

�美元的粮食援助，并同��始�WFP在其他国

家的工作提供支持。中国逐��束了其WFP�

展援助主要受援国的角色。从1981年�始至2008

年，中国�共向WFP的海外援助行�捐�了2,755

万美元。

  通�WFP提供多�援助

中国�予双�援助的�多国家也是WFP多�

援助行�的受惠国。有�，WFP在�些国家的援

助�源�重�乏。中国逐�成�一个��非国家

的重要捐助国，��WFP与中国就多�援助�成

�伴�系提供了契机。 

总理的呼吁

“（我）倡�各捐助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向

世界粮食��署捐款�加一倍。国�社会��一

��免最不��国家��，�予最不��国家出

口�品零�税待遇。

……想想那些骨�如柴的母�和嗷嗷待哺的

儿童，我��有什�分�不能�置，什�障碍不

能超越？只要各国政府�有�烈的�任感和使命

感，各国人民富于同情心和�心，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族，��起来，共克��，我�一定能

���千年目�。”

                   ——温家宝 中国国�院�理                                                 

2008年�合国千年�展目�

高��会�上的�言

李�前往莱索托参�中国援助的WFP学校供餐�目

LES_200812_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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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WFP�施部分�外援助采取的方

式之一是��急粮食短缺提供�金。�源��使

WFP亟需��展�目和救�行�的捐助。中国�

WFP的及�捐�不�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有

助于�些面�粮食短缺的�非国家的�期和平、�

定与�展。

通�WFP提供多�援助，中国政府可以�保

其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WFP在受援国有��

良好的�目，可以参与整个�估，�行和���段

的工作。凭借�所在国的了解和��，把�金用在

最需要的人身上，WFP�行中国的捐助保�了最

大程度的透明和��。

  从“体操王子”到“�善大使”

奥�体操王子李�2009年被任命�WFP反�

��善大使，支持WFP的全球反��工作。李�

在正式成�WFP大使之前已��WFP在中国和海

外的扶�工作有所了解并感�趣。他在2008年底作

�中国代表�成�之一，�邀前往南部非洲的莱索

托王国，在那里参与了WFP的粮食分�工作，向

当地母�、孤儿和感染艾滋病毒者和�核病人分�

中国政府捐�的价�100万美元（�人民�689万元 

）的援助。

李��：“作�一名���，我�得均衡的

���于一个人的健康和成�有多�重要。作�

一名父�，我深知儿童需要我�的�心与支持。

WFP�当地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所做的一切深深地

感�了我。”

“1979年至2005年的2６年�，WFP一直�中

国��的�民以及他�的家庭提供�助，�他�能

�自�自足。今天我非常高�地看到中国也能以同

�的方式去�助其他国家。” 

李�作�公�人物的号召力和他��束��

的�烈使命感，使他成�WFP在中国最理想的合

作�伴。

  “行走天地�”始于中国

“行走天地�”�个全球最大的年度�款活

�是在中国�出了它的第一�。

2003年，WFP的合作�伴， TNT�球快�，

在北京的�城脚下�起了��活�。当�有TNT

几百名�工及其�朋参与。�活�在�助提高�儿

童����的��和�募�源上十分成功，很快作

�一个典范被推广到WFP和TNT所在其他国家，

加�WFP与私�部�和民�社会的互�。 

如今“行走天地�”已��展成�一个全球

性的��，2009年超�30万人在全球24个�区70多

个国家参与了�个��，�WFP在�非的��儿

童提供的��餐募集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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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伴随着其��的快速�展，中国不���了

粮食的自�自足，且具�一定潜力�其他�展中

国家和多�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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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共向WFP的海外援助行�捐�了2,755

万美元。

  通�WFP提供多�援助

中国�予双�援助的�多国家也是WFP多�

援助行�的受惠国。有�，WFP在�些国家的援

助�源�重�乏。中国逐�成�一个��非国家

的重要捐助国，��WFP与中国就多�援助�成

�伴�系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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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倡�各捐助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其向

世界粮食��署捐款�加一倍。国�社会��一

��免最不��国家��，�予最不��国家出

口�品零�税待遇。

……想想那些骨�如柴的母�和嗷嗷待哺的

儿童，我��有什�分�不能�置，什�障碍不

能超越？只要各国政府�有�烈的�任感和使命

感，各国人民富于同情心和�心，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族，��起来，共克��，我�一定能

���千年目�。”

                   ——温家宝 中国国�院�理                                                 

2008年�合国千年�展目�

高��会�上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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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WFP�施部分�外援助采取的方

式之一是��急粮食短缺提供�金。�源��使

WFP亟需��展�目和救�行�的捐助。中国�

WFP的及�捐�不�在短期内挽救了生命，�有

助于�些面�粮食短缺的�非国家的�期和平、�

定与�展。

通�WFP提供多�援助，中国政府可以�保

其捐�的使用效率和效果。WFP在受援国有��

良好的�目，可以参与整个�估，�行和���段

的工作。凭借�所在国的了解和��，把�金用在

最需要的人身上，WFP�行中国的捐助保�了最

大程度的透明和��。

  从“体操王子”到“�善大使”

奥�体操王子李�2009年被任命�WFP反�

��善大使，支持WFP的全球反��工作。李�

在正式成�WFP大使之前已��WFP在中国和海

外的扶�工作有所了解并感�趣。他在2008年底作

�中国代表�成�之一，�邀前往南部非洲的莱索

托王国，在那里参与了WFP的粮食分�工作，向

当地母�、孤儿和感染艾滋病毒者和�核病人分�

中国政府捐�的价�100万美元（�人民�689万元 

）的援助。

李��：“作�一名���，我�得均衡的

���于一个人的健康和成�有多�重要。作�

一名父�，我深知儿童需要我�的�心与支持。

WFP�当地感染艾滋病的儿童所做的一切深深地

感�了我。”

“1979年至2005年的2６年�，WFP一直�中

国��的�民以及他�的家庭提供�助，�他�能

�自�自足。今天我非常高�地看到中国也能以同

�的方式去�助其他国家。” 

李�作�公�人物的号召力和他��束��

的�烈使命感，使他成�WFP在中国最理想的合

作�伴。

  “行走天地�”始于中国

“行走天地�”�个全球最大的年度�款活

�是在中国�出了它的第一�。

2003年，WFP的合作�伴， TNT�球快�，

在北京的�城脚下�起了��活�。当�有TNT

几百名�工及其�朋参与。�活�在�助提高�儿

童����的��和�募�源上十分成功，很快作

�一个典范被推广到WFP和TNT所在其他国家，

加�WFP与私�部�和民�社会的互�。 

如今“行走天地�”已��展成�一个全球

性的��，2009年超�30万人在全球24个�区70多

个国家参与了�个��，�WFP在�非的��儿

童提供的��餐募集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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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灾难

 中国�自然�害可能造成的�重�失深有体

会，并�遭遇洪水、干旱或地震的其他国家慷慨解

�。

  2004年海�

2004年12月26日，海底地震引�了一���性

的海�。地震�致的印度洋海�淹没了大��答�

安�曼沿海社区，造成11个国家的20多万人死亡。

受�最重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斯里��、印度

和泰国。作��史上最致命的自然�害之一，海�

激�了广泛的人道主��情。国�社会捐�超�70

�美元�助100多万流�失所者重建家�。

在免除斯里��价�430万美元的��的同

�，中国政府答��其提供价�3�美元的出口�

方�惠信�。中国政府�宣布通��合国机��施

5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WFP的100万美

元。

津巴布�受益人�取中国捐�的粮食

中国捐��斯里��海��民的�罐�

ZIM
_200901_W

FP-Richard _Lee_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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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斯里兰卡海啸灾民

 “��慷慨和及�的援助表明了中国跟正努

力从天�中�原的�洲�居同甘共苦的情�。�

也�示了中国政府�解决人道主�和�展��的

多�主�途径的承�与日��。”

——�姆斯�莫里斯 WFP�行干事 2002-

2007年 

 “在国内取得空前的扶�成果后，中国正跟

WFP��一个更广泛的�伴�系，以消除���

共同的�斗目�。 ” 

            ——多米尼克�弗�克福�

WFP��副代表2001-2005年

  津巴布�

2008年，中国政府承�提供�津巴布�政府

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同年底，中国政府�WFP

�助�施��捐�。�是中国首次�WFP�助�

展其双�援助。 

由于津巴布�粮食短缺�重，WFP迅速采取

行�，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和分�工作。布

拉瓦�、圭�、����、�旬戈和穆塔雷的70万

受益者得到了7,000多�玉米。

中国的全部捐款都用来采�了�罐�，支持

WFP在斯里��重建道路和其他基��施的以工

代��目。以工代��目参与者重建�坏的公共�

施，作�回��到中国捐�的罐��以及大米、扁

豆、糖和油�成的家庭口粮配�。在斯里��人民

从海�中�原的能力重建中，通�与WFP密切合

作，中国的捐��到了��自力更生和可持�性的

效果。

�到中国援粮的津巴布��女

斯里���部受�最重的安��地区

ZIM
_200901_W

FP-Richard _Lee_0005

SRI_200501_W
FP-Jordan_D

ey_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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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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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斯里兰卡海啸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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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同年底，中国政府�WFP

�助�施��捐�。�是中国首次�WFP�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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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只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和分�工作。布

拉瓦�、圭�、����、�旬戈和穆塔雷的70万

受益者得到了7,000多�玉米。

中国的全部捐款都用来采�了�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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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目。以工代��目参与者重建�坏的公共�

施，作�回��到中国捐�的罐��以及大米、扁

豆、糖和油�成的家庭口粮配�。在斯里��人民

从海�中�原的能力重建中，通�与WFP密切合

作，中国的捐��到了��自力更生和可持�性的

效果。

�到中国援粮的津巴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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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四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川�遭遇了里氏8.0

�地震，�致大�9万人�生或失踪， 15万人撤�

家�。几乎所有的�民都依靠中国政府以及包括

WFP在内的国内外政府和非政府��免�分�的

食品�生。

中国政府三十年来第二次正式�求国��急

救援，包括粮食援助。WFP的�急粮食救援主要

�助解决�民在震后初期的基本口粮需求，直到中

国政府和�十字会能�定期提供粮食援助。

�了挽救和�持生命，WFP批准了一�50万

美元的�急行�，���、安�、平武�和江油

市13.8万人在震后的三个星期里提供了方便食品。

WFP分�的634.5�食品中主要是方便面、大米、

面粉和植物油。

WFP援助四川地震灾民

 我国政府全力���区救援和重建工作。

与此同�，我�得到了�合国系�和外国政府

的大力援助。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救援，全国人

民�志成城，有国�社会的广泛�心，�区�

多生命得到了挽救。�区人民会尽快重建家

�、恢�正常生活。

——�政才 中国��部部�

WFP的中国籍国��工迅速加入到��工作

中，其中�梅和解洪�分�从埃塞俄比�和阿富汗

回国�助�展救援。WFP和�十字会��分部以

及中国政府�作，�十几万�失家�的�民提供了

食品包。此外，WFP中国�公室�派出工作��

助�十字会��分会制定食品分配��和��口粮

配�。

WFP�目官��梅、��与震区儿童

WFP�目官�解洪�与震区儿童

35

WFP�款官����助�字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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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四川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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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几乎所有的�民都依靠中国政府以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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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急行�，���、安�、平武�和江油

市13.8万人在震后的三个星期里提供了方便食品。

WFP分�的634.5�食品中主要是方便面、大米、

面粉和植物油。

WFP援助四川地震灾民

 我国政府全力���区救援和重建工作。

与此同�，我�得到了�合国系�和外国政府

的大力援助。有中国政府的大力救援，全国人

民�志成城，有国�社会的广泛�心，�区�

多生命得到了挽救。�区人民会尽快重建家

�、恢�正常生活。

——�政才 中国��部部�

WFP的中国籍国��工迅速加入到��工作

中，其中�梅和解洪�分�从埃塞俄比�和阿富汗

回国�助�展救援。WFP和�十字会��分部以

及中国政府�作，�十几万�失家�的�民提供了

食品包。此外，WFP中国�公室�派出工作��

助�十字会��分会制定食品分配��和��口粮

配�。

WFP�目官��梅、��与震区儿童

WFP�目官�解洪�与震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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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P�款官����助�字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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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展望未来

在中国�展的一个���史�期，WFP从�

陋的�公室起�，逐�壮大��中国提供粮食援助

最多的国�机�，在中国�困地区成功�施了几十

个�目。20世�80年代后期，中国占WFP全球最

多的�目��。 

随着中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中国

政府��不懈努力消除�村�困，并�承���多

最初由WFP��的�展�目。�些�目�在由当

地政府管理，并����扶�作用。

WFP在中国的角色已��生了��，�在正

将中国��展中国家的援助�到世界各地。�去十

年中，中国向WFP的�目提供了上千万美元，支

持�那些像曾�的中国一�尚不能�到粮食自�的

国家，�他�提供食品和�展援助。

随着世界越来越多地�注��和�困中人

口，中国通�WFP��展中国家的捐��必凸�

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致力于与国���合作��

�合国千年�展目�的�意。令WFP感到自豪的

是，�与中国建立的�伴�系使三千万中国人民�

脱�困，�是二十世�人�最�大的成就之一。�

于双方三十年的成功合作�史，WFP希望与中国

一道前�，�“无��世界”的愿景成真共同努

力！

2006年“行走天地�”活�

�甸�吉斯�暴后食用高能�干的受�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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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懈努力消除�村�困，并�承���多

最初由WFP��的�展�目。�些�目�在由当

地政府管理，并����扶�作用。

WFP在中国的角色已��生了��，�在正

将中国��展中国家的援助�到世界各地。�去十

年中，中国向WFP的�目提供了上千万美元，支

持�那些像曾�的中国一�尚不能�到粮食自�的

国家，�他�提供食品和�展援助。

随着世界越来越多地�注��和�困中人

口，中国通�WFP��展中国家的捐��必凸�

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致力于与国���合作��

�合国千年�展目�的�意。令WFP感到自豪的

是，�与中国建立的�伴�系使三千万中国人民�

脱�困，�是二十世�人�最�大的成就之一。�

于双方三十年的成功合作�史，WFP希望与中国

一道前�，�“无��世界”的愿景成真共同努

力！

2006年“行走天地�”活�

�甸�吉斯�暴后食用高能�干的受�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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