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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卢旺达的集体互助脱贫作为一项减贫机制ꎬ 源自卢旺达传统

文化和本土价值观ꎬ 因其满足新时期的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而得以古为今用ꎮ
集体互助脱贫将所有家庭按贫富状况分类ꎬ 为政府因户施策ꎬ 完善社会保障

和教育、 卫生、 住房等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社区民众根据本地的基本

信息分析致贫原因ꎬ 共商解决方案ꎬ 利用政府和本地的资金和信贷ꎬ 开展集

体互助劳动ꎬ 共同建设社区公益设施、 支持村民创业、 帮扶困难户ꎮ 集体互

助脱贫机制坚持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ꎬ 以分权促减贫ꎬ 实施参与式扶

贫ꎮ 这一机制不仅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果ꎬ 而且加强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ꎮ
卢旺达大力挖掘本土文化价值、 保持自主性、 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际经验ꎬ
以服务于减贫本土机制的实施ꎬ 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国情发展道路的一

个突出案例ꎬ 对其他非洲国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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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丽娟ꎬ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政治学博士ꎻ 舒展ꎬ 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　 １００７０１)ꎮ

自 １９９４ 年内战结束以来ꎬ 卢旺达致力于战后国家重建ꎬ 竭力摆脱国家贫

困落后的面貌、 恢复经济、 促进民族和解与融合ꎬ 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获得

了长足进步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ꎬ 卢旺达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７ ７％ ꎬ 不

仅实现了经济复苏ꎬ 而且跻身于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之列ꎮ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９ 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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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传统制度对非洲国家重建的影响研究” (１８ＢＧＪ０７８) 的阶

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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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人口翻了一番多ꎬ 国民总收入从 ９ 亿美元增至 １０４ 亿美元ꎮ① 在世界银

行 «２０１９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中ꎬ 卢旺达名列第 ２９ 位ꎬ 是营商便利度排

名前 ３０ 位国家中唯一低收入国家ꎮ② 卢旺达内战后的快速发展是政府积极制

定和实现各阶段国家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成果ꎮ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０ 年ꎬ 卢旺达境内大

体恢复了和平与稳定ꎻ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７ 年ꎬ 卢旺达实施战后首个中期综合发展战

略ꎬ 以维护国家安全和重建经济为主要目标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卢旺达开始推

进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ꎮ 为此ꎬ 卢旺达先后制定了多项发展战略: 一是 ２０００
年制定的 «２０２０ 年愿景» (Ｂ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ꎻ 二是 ２００２ 年制定的 «减贫战略文

件»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ꎻ 三是 ２００８ 年卢旺达开始实施的第一个

«经济发展和减贫战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ꎻ 四是 ２０１３ 年启动第二个 «经济发展和减贫战略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Ｉ)ꎻ 五是 ２０１５
年制定的 «２０５０ 年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５０)ꎬ 即卢旺达分两步走ꎬ 分别于 ２０３５ 年

和 ２０５０ 年进入 “中上收入国家” 和 “高收入国家” 之列ꎮ③ 由此可见ꎬ 减贫

是卢旺达各项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ꎮ 根据 «２０２０ 年愿景» 设定的目标ꎬ
卢旺达的贫困率将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４％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０％ ꎮ 卢旺达战后国家重

建战略与政策涉及社会秩序、 治理体系、 经济生产、 族群关系等诸多方面ꎬ
其中政府采取的一些特色机制尤为重要ꎮ 而集体互助脱贫是卢旺达扶贫工作

中实施时间最长、 社会影响最大、 动用资金最多、 公众参与最为广泛的一项

机制ꎮ 因此ꎬ 本文将重点分析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ꎮ
目前ꎬ 国内学者对非洲国家的减贫问题已有一定研究ꎬ 涉及肯尼亚、 加

纳、 赞比亚、 坦桑尼亚、 南非等国的减贫政策④ꎬ 但是关于卢旺达的减贫政策

和举措的深入研究则鲜有涉及ꎮ 国内现有的卢旺达国别研究大多关注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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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ＮＰ ＡＴＬＳ Ｃ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Ｗ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４ꎻ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Ｗ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４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９ꎬ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０４３８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０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ꎬ Ｖｉｓｏｎ ２０５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ｒｄａ ｇｏｖ ｒｗ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ｔｘ＿
ｄｃｅ / Ｖｉｓｉ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５０＿ － ３１＿Ｄｅｃ＿２０２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６

相关文献参见安春英著: «非洲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

版ꎻ 郭燕、 恩昆布纳尔维姆巴 (Ｎｋｕｍｂｕ Ｎａｌｗｉｍｂａ)、 汪力斌、 颜炳霞: «赞比亚减贫的历程与经

验»ꎬ 载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７ ~ ８２ 页ꎻ 胡国勇、 路卓铭: «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 减贫

策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ꎬ 载 «社会科学家»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６ ~ ６０ 页ꎬ 等等ꎮ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　

或民族问题ꎬ 对于卢旺达战后国家重建、 包括减贫在内的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研究较为少见ꎮ 当下ꎬ 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

冲击下ꎬ 正在努力重振经济与保障民生ꎬ 需要依靠自身力量与借鉴他国发展

经验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非减贫经验交流是一种双向交流ꎬ 非洲国家需要了

解中国扶贫减贫工作的成功经验ꎬ 中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非洲国家的扶贫减

贫政策和举措ꎮ 基于此ꎬ 笔者搜集了大量卢旺达政府的公开文件ꎬ 并访谈了

几十位本土创制的实际工作者、 研究学者ꎬ 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ꎮ① 本文将

解读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形成的内在逻辑ꎬ 评析其特点ꎬ 进而尝试提出

它对其他非洲国家的一些启示ꎮ

一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缘起与确立

卢旺达近年来实施的极具特色的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ꎬ 既基于 １９９４ 年以来

该国特殊的发展环境因素ꎬ 也植根于其传统文化和本土价值观ꎬ 还与大屠杀

后卢旺达爱国阵线政权希望实现社会重建、 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的现实需求

密切相关ꎮ
(一) 卢旺达本土创制方案的组成部分

为重建国家ꎬ 重塑民族认同ꎬ 实现经济发展ꎬ 卢旺达政府倡导本土文化

和价值观ꎬ 并以此为基础来落实社会经济政策ꎬ 充分借鉴并利用传统制度中

的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ꎬ 逐渐形成一系列本土创制方案 (Ｈｏｍｅ － ｇｒｏｗ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ＨＧＳ)ꎮ 其核心宗旨是恢复社会之和谐ꎬ 谋民众之福祉ꎬ 把独立后

实行了 ３０ 多年、 以族群互斥和歧视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ꎬ 改造为权力共

享、 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ꎬ 其理念是以民为本ꎬ 确保机会平等ꎬ 改善民生ꎬ
并鼓励国民积极参与国家重建ꎬ 依靠自身力量来减贫脱困ꎮ 卢旺达政府秉持

文化自主ꎬ 弘扬历史传统ꎬ 践行本土创制方案ꎬ 问政于民ꎮ 如此一来ꎬ 相关

机制的表述通俗易懂ꎬ 国人尽知ꎬ 且易于实操ꎮ
卢旺达迄今已创立近 ２０ 个有关重建社会、 改善民生、 发展经济的治理机

制 (参见表 １)ꎬ 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ꎬ 且颇有成效ꎮ 这些本土创制方案ꎬ 把

５６

① 作为本文作者之一ꎬ 舒展曾经在卢旺达工作两年半ꎬ 在此期间对卢旺达的部分基层项目有一

定了解ꎬ 且先后于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９ 年两度回访卢旺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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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度和现代治理目标结合起来ꎬ 既没有完全复古ꎬ 也没有照搬外国经验ꎮ
卢旺达治理署网站列出 １７ 种古法今用的治理实策ꎬ 分属治国理政、 社会建

设、 经济发展、 司法正义四类ꎬ 其中的集体互助脱贫 (Ｕｂｕｄｅｈｅ)①、 一户一

头牛 (Ｇｉｒｉｎｋａ)、 绩效合同 ( Ｉｍｉｈｉｇｏ)、 义务劳动 (Ｕｍｕｇａｎｄａ)ꎬ 与脱贫、 发

展、 社会转型直接有关ꎮ

表 １　 卢旺达的本土创制方案

类别 内容

治国理政类
全国领导人年会 (Ｕｍｗｉｈｅｒｅｒｏ)ꎻ 全国对话 (Ｕｍｕｓｈｙｉｋｉｒａｎｏ)ꎻ
治理宣讲月 (ＧＭ)ꎻ 全国政党论坛 (ＮＦＰＰ)ꎻ 国民素质教育
(Ｉｔｏｒｅｒｏ)ꎻ 绩效合同 (Ｉｍｉｈｉｇｏ)

社会建设类
一户一头牛 (Ｇｉｒｉｎｋａ)ꎻ 集体互助脱贫 (Ｕｂｕｄｅｈｅ)ꎻ 远景规划
(Ｕｍｕｒｅｎｇ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ꎻ 全民医保 (ＵＨＩＳ)ꎻ ９ ~ １２ 年基础教
育 (９＆１２ ＹＢＥ)

经济发展类
义务劳动 (Ｕｍｕｇａｎｄａ)ꎻ 自尊发展资金 (Ａｇａｃｉｒｏ ＤＦ)ꎻ 农田整
合 (ＬＵＣ)

司法正义类 民间法庭 (Ｇａｃａｃａ)ꎻ 民间调解 (Ａｂｕｎｚｉ)ꎻ 司法服务 (ＡＪＳ)
　 说明: 此表并未穷尽卢旺达所有本土创制方案ꎬ 相关内容系笔者根据各项方案的内涵意译ꎮ

资料来源: Ｓｈｙａｋａ Ａｎａｓｔａｓｅꎬ Ｋａｍｉｋａｚｉ Ｓｙｂｉｌｌｅꎬ Ｍｕｒｗａｎａｓｈｙａｋａ Ｊｕｓｔｉ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ｉｎｄｗａ Ａｎａｔｏｌ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ｍｕｓｈｙｉｋａｒｉｎｏ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ｗａｎｄａｎｓ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４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ꎬ Ｋｉｇａｌｉꎬ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１

借助于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ꎬ 卢旺达政府着力引导民众自力更生、 摆脱贫

困ꎮ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植根于卢旺达人的互助传统ꎬ 并顺应 ２１ 世纪初的权力

下放改革ꎬ 从而把基层治理、 民众参与、 互助共建结合起来ꎬ 群策群力、 因

地制宜摆脱贫困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８ 年ꎬ 卢旺达实行 “一户一头牛” 机制ꎬ 向全国

贫困户发放了 ３５ 万头奶牛ꎬ 重点帮扶以妇女、 儿童为户主的贫困户ꎬ 受益户

须将奶牛生产的第一头牛犊转赠下一个受益户ꎮ “一户一头牛” 机制有助于农

民耕作、 积肥、 获得牛奶ꎬ 进而提高受益户收入ꎬ 有助于受益户脱贫ꎮ 绩效

合同机制旨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部委机构的绩效管理ꎬ 逐年量化、
考核公职人员的业绩ꎬ 以打造清廉高效政府、 下放权力、 落实规划、 发展基

层民主ꎮ 义务劳动机制规定每月最后一个周六为全国义务劳动日ꎬ 民众须集

体参加开荒通渠等公共劳动ꎬ 休息的时候大家互相交流ꎮ 上至总统ꎬ 下至基

６６

① 卢旺达语单词 “Ｕｂｕｄｅｈｅ” 可音译为 “乌布德赫”ꎻ 它作为减贫机制ꎬ 在本文中被意译为 “集
体互助脱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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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干部均须同民众并肩劳作ꎬ 并倾听民意ꎬ 宣传、 讨论政策ꎬ 答疑解惑ꎬ 践

行共识型民主ꎮ 义务劳动机制有时会同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结合起来ꎬ 共建某

个项目ꎬ 或帮扶某些贫困户ꎮ
(二) 卢旺达历史传统与本土价值观的自然延伸

“乌布德赫” 是一个常见的卢旺达语单词ꎬ 意思是 “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做

出集体努力”ꎮ 卢旺达人素有邻里互助、 相濡以沫、 共克时艰、 广泛参与解决

问题、 合力实现目标的文化传统ꎮ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社会事务处处长鲍勃
加基雷 (Ｂｏｂ Ｇａｋｉｒｅ) 曾经如此说道: “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ꎬ 卢旺达人也信

奉 ‘乌班图精神’ (Ｕｂｕｎｔｕ)ꎮ① ‘乌班图精神’ 是一整套价值观ꎬ 包括有同理

心、 讲人道等基本美德ꎮ ‘乌班图精神’ 的本意是ꎬ 我的存在是因为大家的存

在ꎮ 在非洲文化中ꎬ 有同理心ꎬ 帮助、 尊重、 善待他人ꎬ 乃人之本性ꎬ 唯有

如此才能建立、 维护公平公正而又乐于互助的社会ꎮ 这一价值观早已融入民

众的日常生活ꎮ 卢旺达的历史证明ꎬ 只有共同努力ꎬ 而非自行其是或自私自

利ꎬ 才会得到大家的帮助ꎮ”②

数百年来ꎬ 卢旺达民间一直有参与公益项目、 相互扶持的传统ꎬ 男女老

少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ꎬ 各家各户轮流互工ꎮ 村民召开集体会议ꎬ 商议问题ꎬ
一道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ꎬ 区分轻重缓急ꎬ 制定行动计划ꎬ 如打井、 筑坝、
农耕、 畜牧、 砍树开荒等ꎮ 同一个村子里的人或关系近的人ꎬ 还会按照各自

富裕或贫困程度分门别类ꎬ 确定帮扶对象ꎬ 制定相应计划ꎮ 一些村民ꎬ 特别

是家境贫困或缺少劳力的孤寡老人ꎬ 在农忙、 盖房等事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ꎬ
全村人就会集中帮工数日ꎮ 得到帮助的村民也会拿出自家酿造的大蕉酒或高

粱酒ꎬ 答谢邻居ꎮ 这种互助传统ꎬ 既有 “人人出力、 共同劳动、 分享食物、
共同畅饮” 之意ꎬ 也有社交之义ꎮ 因此ꎬ “乌布德赫” 也是乡里乡亲互相走

动、 共建家乡的一种传统ꎮ③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卢旺达聚焦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ꎬ
进而追溯祖先如何搞发展、 谋福祉ꎮ 如今ꎬ 卢旺达人从祖先解决各种发展问

题 (如农耕、 盖房、 养牛) 的办法中汲取智慧ꎬ 传承互助文化ꎬ 通过集体努

７６

①

②

③

卢旺达语单词 “ｕｂｕｍｕｎｔｕ” 的发音与西非、 南部非洲国家常用的 “Ｕｂｕｎｔｕ” 相似ꎬ 但前者的

意思是 “善良”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ꎬ 后者的意思是 “人性” (ｈｕｍａｎｎｅｓｓ)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卢旺达地方政府部社会事务处处长鲍勃加基雷 (Ｂｏｂ

Ｇａｋｉｒｅ)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卢旺达地方政府部基层实体发展署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社会保障司司长贾斯汀加辛齐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Ｇａｔｓｉｎｚ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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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实现共同目标ꎮ①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脱胎于卢旺达基层社会的集体行动和

互助文化ꎬ 并被改造为基层社会推进共商共建、 参与式发展的机制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卢旺达正式出台了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ꎮ

(三) 卢旺达实现社会重建、 经济发展和巩固政权的现实需求

避免族群矛盾反复、 激化是卢旺达政府致力于扶贫减贫工作的一大动力ꎮ
在 １９９４ 年大屠杀期间ꎬ 跨族群婚姻家庭里家人、 乡邻、 亲朋好友之间互相残

杀ꎬ 传统社会的和谐、 融合毁于一旦ꎮ 大屠杀后ꎬ 卢旺达社会为族群所撕裂ꎬ
数百万施暴者和同样众多的幸存者生活在同一国度ꎬ 甚至比邻而居ꎮ 在大屠

杀后的头几年ꎬ 基层社会冲突十分普遍ꎮ 民族和解、 避免重蹈冲突覆辙之迫

切需求ꎬ 促使卢旺达人从自身文化中寻求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办法ꎮ②

卢旺达政府努力倡导民族团结与和解ꎬ 而集体互助脱贫机制正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途径之一ꎬ 从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卢旺达人可以借此途径团结起来ꎬ
协力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ꎬ 有利于民族创伤的愈合ꎬ 有利于社会互信的重建ꎬ
从而为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ꎮ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可加强基层社会民众之间

的沟通ꎬ 提升彼此之间的互信ꎬ 有助于解决基层社会的矛盾ꎬ 预防暴力冲突ꎬ
最终降低基层社会分裂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ꎮ③ 因此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可谓

一举多得ꎬ 既能脱贫ꎬ 又能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ꎮ
卢旺达政府认为ꎬ 贫困是卢旺达历史上爆发族群冲突、 社会出现分裂的原

因之一ꎮ 唯有消除贫困及其隐患ꎬ 实现公平发展、 持续减贫ꎬ 方可缓解族群矛

盾、 保障社会稳定ꎮ 结构调整计划导致的经济衰退和民生困窘ꎬ 是卢旺达大屠

杀爆发的重要经济原因ꎮ④ １９９３ 年ꎬ 也就是大屠杀的前一年ꎬ 卢旺达国民总收

入下降了 ８ ３％ ꎬ 远超同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下降 ０ ０５３％ 的平均水平ꎮ⑤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ｗａｎｄ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ꎬ “Ｕｂｕｄｅｈｅ”ꎬ ｈｔｔｐ: / / ｒｗａｎｄａｐｅｄｉａ ｒｗ / ｅｘｐｌｏｒｅ / ｕｂｕｄｅｈｅꎬ ２０１９ －０３ －０７
Ｐａｕｌ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ＩＳＳ)ꎬ １６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ｓｓ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０ / ０９ /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
ｌｅｃｔｕｒｅ － ｐａｕｌ － ｋａｇａｍ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

Ｕ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Ｆｉｄｅｌｅ Ｋａｙｉｒａ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ｏｆ
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８ Ｊｕｌｙꎬ ２００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ｌｉｅｆｗｅｂ ｉｎｔ / ｒｅｐｏｒｔ / ｒｗａｎｄａ / ｒｗａｎｄａ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
ｆｉｄｅｌｅ － ｋａｙｉｒａ －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５

Ｅｒｉｎ Ｂａｉｎｅｓ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ｄｙ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３９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３ꎬ ｐ ７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ＮＰ ＭＫＴＰ ＫＤ Ｚ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ＺＧ － ＲＷ＆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５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　

大屠杀前夕ꎬ 男性青少年至少占卢旺达总人口的 ３０％ ꎬ 经济下滑给他们带来

毁灭性打击ꎮ① 到 １９９３ 年ꎬ 胡图极端分子②招募了 ３ 万 ~ ５ 万因失业和战争而

流离失所、 无业的男性青少年ꎬ 由他们来充当民兵去杀人ꎮ③ 大屠杀后ꎬ 卢旺

达政府为了推进经济建设ꎬ 迫切需要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ꎬ 发展制造业和服

务业ꎬ 为大量农村青年提供就业机会ꎮ④ １９９９ 年ꎬ 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合作

机构决定实施减贫战略ꎮ 在此背景下ꎬ 卢旺达政府决心聚焦于减贫、 脱贫ꎬ
随后借助于传统文化而启动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ꎮ

除贫困外ꎬ 财富分配不公也是导致卢旺达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ꎮ⑤ 获取

权力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ꎬ 曾引发卢旺达两大族群的强烈不满ꎮ 大屠杀后ꎬ
卢旺达政府注重从根子上解决贫困、 财富分配不公两大问题ꎬ 努力减少社会

的不平等现象ꎮ 逾 ８０％ 的卢旺达人口生活在农村ꎬ⑥ ７０％ 的人口以农业为

生ꎬ⑦ 所以帮助农牧民脱贫、 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尤为重要ꎮ 然而ꎬ 卢旺达经济

发展的大部分收益用于城镇发展ꎬ 尤其是首都基加利的发展ꎮ 卢旺达农村地

区依旧贫穷ꎬ 而且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是胡图小农ꎮ⑧ 因此ꎬ 力推脱贫ꎬ 特别是

农村地区的脱贫ꎬ 对于实现民族平等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１ 世纪初ꎬ
卢旺达政府提出ꎬ 发展要注重包容性和全面性ꎬ 不能落下一个人ꎬ 要为每个

卢旺达人提供教育、 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ꎬ 提供技能培训、 创业或就业机

会ꎬ 使每个卢旺达人都能从中受益ꎮ⑨

１９９４ 年前ꎬ 卢旺达爱国阵线一直被视为从境外打回来的反政府武装组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Ｅｒｉｎ Ｂａｉｎｅ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７
胡图极端分子主要是出身于卢旺达北部地区心怀不满的胡图政治家和军官ꎮ
Ｅｒｉｎ Ｂａｉｎｅ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７
ＯＥＣＤꎬ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 Ｈｏｗ Ｃａ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Ｄｏ Ｎｏ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ｓ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ꎬ ｐ ６

Ｍ Ｍａｍｄａｎｉꎬ Ｗｈｅ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Ｋｉｌｌｅｒ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ＲＵＲ ＴＯＴＬ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ＲＷ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ｒｄｂ ｒｗ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８
Ｏｍａｒ Ｓｈａｈａｂｕｄｉｎ ＭｃＤｏｏｍ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ｓ Ｅｘｉ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５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基加利大学校长恩舒提 (Ｎｓｈｕｔｉ Ｐ Ｍａｎａｓｓｅｈ) 教授ꎮ 恩

舒提曾长期担任总统经济事务高级顾问 (２００３ ~ ２０２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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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ꎮ 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内战中胜利了ꎬ 结束了大屠杀ꎬ 但仍需取得相应的

社会经济发展成绩和治理成就ꎬ 才能长期保持执政的主导地位ꎮ 经验表明ꎬ
如果执政党只满足某一个族群、 某一政治派别的要求ꎬ 就会丧失社会经济

转型所需的资源和技术ꎬ 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高贫困率ꎮ① 卢旺达政府

认为ꎬ 政治自由化速度太快ꎬ 族群极端主义势必会重新抬头ꎬ 并会把竞争

性政治等同于族群斗争ꎮ② 因此ꎬ 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张 “协商一致的民

主”ꎮ③ 如今ꎬ 卢旺达确立了共识型民主和包容性政治ꎮ 大屠杀后ꎬ 卢旺达

爱国阵线广泛听取各方意见ꎬ 并从中了解到: 卢旺达前政权未兑现对普通

民众的承诺ꎬ 未让普通民众充分参与国家发展议程ꎮ 卢旺达爱国阵线希望

新政权一改前政权的形象ꎬ 鼓励普通民众参与国家发展ꎬ 以促进全国团

结ꎻ④ 并通过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取得的积极成果ꎬ 进而改善民众生活、
加速经济发展及维护社会稳定ꎮ

二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内涵与实践

在严格确定扶贫对象的基础上ꎬ 卢旺达的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具有较为清

晰的落实程序ꎬ 并在践行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特色ꎮ
(一) 实行家庭分类以确定扶贫对象

确定扶贫对象是落实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前提ꎮ 为此ꎬ 卢旺达地方政府

组织对各家各户贫困程度进行评估ꎬ 以便分类施策ꎬ 动态调整ꎬ 优化扶贫资

源配置ꎬ 此乃卢旺达 “精准扶贫” 的基础ꎮ 对于确定助学补贴、 互助医疗保

险、 “一户一头牛” 等政策的受益人来说ꎬ 家庭分类信息具有指导意义ꎮ 因

此ꎬ 为落实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ꎬ 卢旺达基层政府ꎬ 即乡镇一级政府ꎬ
首先需要摸清辖区里各村各户的经济状况ꎮ 其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各户自报、

０７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ｏｐ ｃｉｔ.
Ｏｍａｒ Ｓｈａｈａｂｕｄｉｎ ＭｃＤｏｏｍ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ｓ Ｅｘｉ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４ － ５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ｉｍｏｎｙｏ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ｗａｎｄａ’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ｐｏｓｔ ｃｏｍ/ ｅｎｔｒｙ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ｒｗａｎｄａｓ － ｊｏｕ＿ ｂ＿４８９８６６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７
Ｄａｖｉｄ Ｍｗａｍｂａｒｉꎬ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ｕｔｅｒｕꎬ Ｂａｒｎｅｙ Ｗａｌｓｈꎬ Ｉｒｅｎｅｅ Ｂｕｇｉｎｇｏ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ｕｎｙａｎｅｚａ ａｎｄ Ｆｕｎｍｉ

Ｏｌｏｎｉｓａｋｉｎꎬ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５４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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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公议ꎬ 按各个家庭财产、 生活水平、 劳动力等情况ꎬ 以家庭为单位纳入

相应的类别ꎮ ２０１５ 年以前ꎬ 卢旺达政府把全国所有家庭统一分为六类ꎬ 分别

为赤贫家庭 (无棚、 无粮、 无地ꎬ 全凭救济)、 比较贫困家庭 (住茅棚ꎬ 无耕

地ꎬ 食不果腹)、 贫困家庭 (耕地少ꎬ 缺劳力ꎬ 没有财力供子女读中学)、 温

饱家庭 (有地有牛ꎬ 但收入一般)、 小康家庭 (能雇工ꎬ 有财力供子女读大

学)、 富裕家庭 (丰衣足食ꎬ 有房有地ꎬ 有固定收入)ꎮ① ２０１５ 年ꎬ 随着全国

经济状况的整体改善ꎬ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重新修订了分类

标准ꎬ 把六类家庭缩减为四类家庭ꎮ 第一类为赤贫家庭ꎬ 无房、 无车、 无地、
无收入来源ꎬ 多为有残疾、 慢性病或重病的家庭ꎬ 也包括孤寡老人、 原大屠

杀幸存下来的孤儿家庭、 多幼儿家庭ꎻ 第二类为贫困家庭ꎬ 拥有自建住房、
土地ꎬ 但收入不多ꎻ 第三类为中等收入家庭ꎬ 多为生活相对富裕的教师、 医

生等专业人士的家庭ꎻ 第四类为富裕家庭ꎬ 多为高级军政官员、 有产业的工

商人士家庭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再次修订家庭分类标准ꎬ 新设五类家庭标准

(如表 ２ 所示)ꎬ 废除了 ２０１５ 年的家庭分类标准ꎮ ２０２０ 年前ꎬ 家庭分类标准比

较粗糙ꎬ 为了得到更多福利ꎬ 各户自报的家庭类别常低于实际情况ꎮ ２０２０ 年

的修订有两大变化: 一是量化指标更为精准ꎬ 其中包括家庭收入的具体金额、
经济活动、 劳动能力等ꎬ 并增设一个特殊类别ꎻ 二是政府不再依据集体互助

脱贫机制下的家庭分类来确定特别帮扶对象ꎮ② 除了最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外ꎬ 大学奖学金、 助学贷款、 医疗保险等公共服务ꎬ 将不再依据集体互助脱

贫机制下的家庭分类ꎮ③ 在甄别帮扶对象方面ꎬ 卢旺达还在不断探索更为有效

的办法ꎮ 近期ꎬ 卢旺达还根据家庭的社会信息来完善帮扶对象的甄别标准ꎮ④

此外ꎬ 卢旺达政府特别关切 Ｃ 类和 Ｄ 类家庭ꎬ 积极追踪帮扶工作的进展ꎬ 并

表彰两类家庭为摆脱贫困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步ꎮ⑤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５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 «关于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 ２０２０ 年家庭新分类的说明» (Ａｍａｂｗｅｉｒｉｚａ ｙ’

Ｕｂｕｄｅｈｅ ２０２０)ꎮ 感谢卢旺达朋友陶哥 (Ｌａｅｔｉｔｉａ Ｔｒａｎ Ｎｇｏｃ) 提供文件ꎮ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Ｎｔｉｒｅｎｇａｎｙａꎬ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Ｙｏｕ Ｆａ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ｂｕｄｅ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ｃｏ ｒｗ / ｎｅｗｓ / ｗｈｅｒｅ － ｄｏ － ｙｏｕ － ｆａｌｌ － ｎｅｗ － ｕｂｕｄｅｈｅ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０１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 «关于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 ２０２０ 年家庭新分类的说明» (Ａｍａｂｗｅｉｒｉｚａ ｙ’

Ｕｂｕｄｅｈｅ ２０２０)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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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２０ 年卢旺达家庭分类细则

类别 家境特征

Ａ
政府机构、 企业等现任以及退休的领导、 管理人员的富裕家
庭ꎬ 这类家庭在城市、 农村从事经济活动ꎬ 月收入超过 ６０ 万
卢旺达法郎

Ｂ 能够满足全家食品、 医疗、 基础教育等基本需求的家庭ꎬ 家庭
月收入为 ６ ５ 万 ~ ５９ ９９９９ 万卢旺达法郎

Ｃ 低收入家庭ꎬ 家庭月收入低于 ６ ４９９９ 万卢旺达法郎

Ｄ 赤贫家庭ꎬ 这类家庭无资产、 耕地ꎬ 以手工艺、 卖艺为生或靠
他人救济ꎬ 家庭成员无固定工作ꎬ 亦无劳动技能

Ｅ
此为特殊类别ꎬ 包含: 户主有严重残疾或患有慢性病的家庭、
户主为 ６５ 岁以上老人的家庭、 户主没有资产而又需要抚育幼
儿的家庭、 仅能维持生计的家庭

　 说明: ２０２０ 年ꎬ 卢旺达法郎兑美元的汇率约为 ９００∶ １ꎮ
资料来源: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 « 关于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 ２０２０ 年家庭新分类的说明»

(Ａｍａｂｗｅｉｒｉｚａ ｙ’Ｕｂｕｄｅｈｅ ２０２０)ꎮ

根据家庭收入情况的变化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的家庭类别也会做出相

应的调整ꎬ 以便重新分配扶贫资源ꎮ① 每隔 ３ ~ ５ 年ꎬ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将在

征求民众意见的基础上ꎬ 重新评估家庭类别ꎬ 调整家庭分类标准ꎮ 上级政府

定期走基层ꎬ 下村入户ꎬ 了解辖区家庭实际收入情况ꎬ 并根据帮扶对象的贫

困程度、 需求ꎬ 以及帮扶对象上一年的实际情况 (不动产、 家庭劳动力的增

减ꎬ 及公共服务偿付能力等)ꎬ 调整扶贫政策ꎬ 和具体措施ꎮ 例如ꎬ 如果 Ｅ 类

特殊家庭获得各种扶助ꎬ 有了一两公顷农牧地和一定的固定收入ꎬ 即应调整

为 Ｄ 类赤贫家庭ꎮ
(二) 分步骤具体落实扶贫措施

确定家庭类别后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就有了落实的基础ꎮ 一般而言ꎬ 具

体落实程序包括以下 ４ 个步骤:
第一ꎬ 村内核定各家庭的基本信息ꎬ 讨论贫困原因和解决办法ꎮ 全体村

民共同绘制一张所在村的社情地图ꎬ 标明所有房屋及户主名字ꎬ 每户住房的

类型及位置ꎬ 各户的经济生产类别ꎬ 村民共享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地标ꎬ
如水源、 学校、 商铺、 道路等ꎬ 并特别标出贫困家庭的方位和人数等信息ꎮ

２７

① “Ｒｗａｎｄａ ｔｏ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０５ / ｃ＿１３９５６５８５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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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村民讨论、 研判本村的贫困原因ꎬ 并就满足全村发展需求而采取的措施

达成一致意见ꎮ 全体村民每年都要分析村庄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ꎬ 确定

任务的轻重缓急ꎬ 制定集体行动计划ꎬ 交由村委会、 地方技术人员、 地方政

府批准ꎬ 最后得到拨款ꎮ 整个过程须确保每户家庭的实际情况均获得确认ꎬ
也须确保各户家庭有平等参与讨论的权利ꎮ

第二ꎬ 开展互助劳动ꎮ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依然保留了基层社会集体行动、
互助劳动的传统文化ꎮ 例如ꎬ 在农忙季节ꎬ 村民公议并确认某户家庭缺乏劳

动力ꎬ 全村劳力就会帮助这户家庭耕地ꎻ 全村也会根据先前确定的贫困家庭ꎬ
按计划分别帮扶贫困家庭或孤寡老人耕播收割ꎮ 有些家庭并不太贫穷ꎬ 但地

块较大ꎬ 或需要赶节气以尽快完成农事ꎬ 也需要 “换工互助”ꎮ 地方政府有时

也会为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而采用 “以工代赈” 的方式ꎬ 修建公共基础设施ꎮ
第三ꎬ 开通各级政府拨款与银行优惠信贷渠道ꎬ 以及社区的集资信贷渠

道ꎮ 卢旺达政府规定ꎬ 各级政府都要出资帮助农村地区发展ꎮ 中央政府一度

在每村遴选一个贫困家庭ꎬ 每年向该贫困家庭拨款 １００ 欧元ꎬ 以树立扶贫减

贫工作的典型案例ꎮ 中央政府还要根据各个乡镇需求和当地居民确定的优先

事项ꎬ 每年拨款 １ ０００ 欧元ꎬ 用于改善公共基础设施①ꎬ 如由当地民众出力共

建公路、 诊所、 水井台等ꎬ 这笔拨款也可用于采购集体生产资料ꎮ② 卢旺达各

级政府定向资助有能力的村民自主创业ꎬ 并鼓励银行发放优惠贷款ꎬ 动员村民

自愿集资ꎬ 设立社区信贷基金ꎮ 信贷受益人借此可以扩大生产当地特产的规模ꎬ
享受减税等优惠政策ꎮ 银行优惠贷款的受益人须同银行签订合同ꎬ 按时还贷ꎮ
而社区信贷基金的受益人在创业、 扩大生产规模过程中取得收入后ꎬ 每年自愿

拿出一部分盈利回报集体ꎬ 以确保集体资金不断流ꎬ 使那些有资金需要的人可

以及时获得帮助ꎬ 村集体再利用集体资金去支持其他人创业ꎮ③ 上述做法既鼓励

了当地民众创业脱贫ꎬ 又培育了感恩他人、 回馈集体的观念ꎮ 卢旺达各级政府

和社区的资助和信贷ꎬ 促进了生产ꎬ 增加了就业ꎬ 进而助力农村发展和减贫ꎮ
第四ꎬ 分类提供公共服务ꎮ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的社区项目大多与公共

３７

①

②

③

Ｓ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ｎｄ Ｕｂｕｄｅｈｅ Ｃｏａｃｈ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Ｕｂｕｄｅｈｅꎬ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Ｋｉｇａｌｉꎬ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Ｕｐｄａ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ꎬ ｐ ３

２０１１ 年前ꎬ 卢旺达中央政府的这两项拨款部分源自欧盟的定向援助ꎬ 故以欧元计算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欧盟以 “卢旺达未达到民主标准” 为由而 “全面暂停” 定向援助ꎬ 迄今尚无恢复定向援助的准确消息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卢旺达地方政府部基层实体发展署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社会保障司司长贾斯汀加辛齐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Ｇａｔｓｉｎｚ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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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相关ꎮ ２００８ 年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荣获联合国公共服务奖ꎮ① 对于制定

和实施医疗、 教育、 住房等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来说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

的家庭分类信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ꎮ② 按 ２０１５ 年前的标准对于第一类家庭ꎬ
政府不但提供全额医保ꎬ 而且保证这类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ꎬ 并提供少量资

金ꎬ 作为生产所需的启动资金ꎬ 使其获得一定的收入ꎬ 从而改善生活ꎮ 各级

政府还鼓励其他类别的家庭在自愿的基础上帮助他人减贫ꎬ 包括提供物资、
现金ꎬ 参加公益劳动等ꎮ 特定家庭在获得公共服务的时候享受特别照顾ꎮ

在供水、 供电方面ꎬ 第一类的赤贫家庭受益最大ꎮ 第二至第四类家庭以不同

的价格支付水费、 电费ꎬ 并需要义务出工或捐物ꎬ 以保障第一类赤贫家庭的住房、
用水用电、 基本生产条件等ꎮ 例如ꎬ 在基加利市西南郊的马盖拉盖雷县

(Ｍａｇｅｒａｇｅｒｅ) 的一个公共取水点ꎬ 第二、 三、 四类家庭须以不同的价格购买清洁饮

用水ꎬ 所筹款项纳入乡镇集体扶贫基金ꎬ 作为日后修路、 设立卫生所的储备金ꎮ③

卢旺达医保互助等社会保障项目就是根据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家庭分类来

确定受益者的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卢旺达卫生部实行新的社区健康保险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计划ꎬ 居民根据其家庭类别来支付医保费ꎮ④ 赤贫家庭

和弱势群体的医保费由卢旺达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承担ꎮ 第二、 三类家庭每人

每年缴纳医保费 ３ ０００ 卢旺达法郎ꎮ 第四类家庭每人每年须足额缴纳医保费ꎬ
即 ７ ０００ 卢旺达法郎ꎮ⑤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下的家庭分类也为教育补助政策提供了参考ꎬ 卢旺达

政府依此因户因人施策ꎬ 定向帮扶ꎮ 在卢旺达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ꎬ 奖学金

和助学金的发放标准与学生所属家庭类别挂钩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始ꎬ 卢旺达政府向

第一、 二类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和月度生活补贴ꎬ 免除第三、 四类家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ｗａｒｄｓ Ｗｉｎｎｅｒｓꎬ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ｘｖｉｉ

２０２０ 年ꎬ 卢旺达地方政府部再次修订了家庭分类标准ꎬ 由于实施时间尚短ꎬ 具体做法和成效

有待考察ꎮ 下文是根据 ２０１５ 年的家庭分类标准来论述的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ꎬ 舒展访谈基加利市尼亚鲁格日区 (Ｎｙａｒｕｇｅｎｇｅ) 马盖拉盖雷县 (Ｍａｇｅｒａｇｅｒｅ)

执行书记克里斯托夫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ꎮ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Ｋｉｇａｌｉ: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ｗａｎｄａ (ＭＯＨ)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１
Ｍｅｃｔｈｉｌｄｅ Ｍｕｋａｎｇｅｎｄｏ ｅｔ ａｌ ꎬ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ｗ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Ｎｙａｎｚ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ｃｂｉ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ｐｍｃ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ＰＭＣ６３１２６１３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５ꎻ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

中土公司远景城项目部卢旺达籍秘书桑德拉 (Ｓａｎｄｒａ) 和采购经理艾利非斯 (Ｅｌｉｐｈａｓｅ Ａｋｕｍｕｎｔｕ)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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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学生一半的学杂费ꎬ 但不提供助学金ꎻ 而第五、 六类家庭的学生则需要

自费读大学ꎮ① 卢旺达政府对私立大学中的一些赤贫家庭的学生也给予一定比

例的资助ꎬ 少数私立大学也提供一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ꎮ②

(三) 采用分权减贫治理模式

基于分权化治理理论ꎬ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运行机制可归纳为两

大特点: 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ꎬ 以分权促减贫ꎻ 实施参与式扶贫ꎬ 发

挥社区的主体作用ꎮ 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体现在中央政府机构制定了脱贫

政策ꎬ 通过能力建设、 拨款资助以及监督、 考评ꎬ 以监管和支持地方政府参

与脱贫工作ꎮ③ 具体而言ꎬ 中央政府负责制订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脱贫规

划ꎬ 把脱贫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ꎬ 推出全国性的相关政策、 机制ꎬ 为地方政府

制定制度和指导方针ꎮ 中央政府掌握公务员系统的人事任免权ꎬ 对行政干部实

行严格考核ꎬ 在提供服务方面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ꎮ 卢旺达政府在脱贫中发挥

主导作用ꎬ 扶贫资金以国家财政支出为主ꎬ 国家以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等方式

加强收入再分配ꎮ 政府为贫困者能够享受基本的教育、 医疗、 住房、 就业、 社

会保障等做出了相应的政策倾斜ꎬ 满足贫困者维持基本生活和发展需求ꎮ 地方

政府主要负责实施国家政策ꎬ 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ꎬ 并为民众的发言权和问责

权提供渠道ꎮ④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创立于权力下放改革大背景之下ꎮ 卢旺达政

府认为权力下放是实现善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战略ꎬ 也是消除农村贫

困的有力武器ꎻ⑤ 并可在脱贫中完善现代治理体系ꎬ 为基层赋权ꎮ 卢旺达在

２００２ 年制定减贫良治战略ꎬ 将穷人参政、 减贫活动与各级政府实行民主治理

相结合ꎮ⑥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旨在以人民的愿望、 能力与传统ꎬ 加强民主和治

理ꎬ 维护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基层自治之间的平衡ꎮ⑦ 鉴于卢旺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ｉｋａ Ｅｚｅａｎｙａ － Ｅｓｉｏｂｕ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Ｖｏｉｃｅｓꎬ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８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５ 日ꎬ 舒展访谈基加利蒂摩旅馆餐厅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服务员ꎮ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ｅｃｔｏｒ － ｗｉｄ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 ｐ ８
Ｉｂｉｄ
ＣＬＡＤＨＯ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Ａｃ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２ｎｄ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Ｕｂｕｄｅｈｅ ｍｕ Ｋｕｒｗａｎｙａ Ｕｂｕｋｅｎ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Ｎｏｔｅ Ｋｉｇａｌｉ: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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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脱贫机制需要在政府适度权力下放的大背景下实施ꎬ 因此政府在发挥脱贫

主导作用的同时ꎬ 注重引导基层社区和民众积极参与其中ꎬ 使政府主导权和基

层参与权形成合力ꎮ 集体互助参与式扶贫的做法ꎬ 强调以民为本ꎬ 突出基层自

治的主体作用ꎬ 赋予社区和民众对国家脱贫与发展的充分参与权ꎮ
第一ꎬ 在中央强有力的领导下ꎬ 以分权促减贫ꎮ 根据分权化治理理论ꎬ 有

效的分权可以使穷人更多地参与社区制定规划、 开发和执行项目ꎬ 解决问题ꎬ
增强可持续性和本地的主导权ꎮ① 理论上ꎬ 分权使地方民众更多地参与发展进

程ꎬ 通过更多的地方政治参与加强其自身的决策能力ꎮ② 卢旺达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实行权力下放改革ꎬ 将殖民统治遗留的中央集权制转变为分权体制ꎬ 把部分行

政、 财政和政治权责从中央和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和下级政府ꎬ 宗旨是改革施

政方式ꎬ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ꎬ 增强公民参与发展进程的动力和能力ꎮ③ 卢旺达的

权力下放重在深化基层民主治理ꎬ 鼓励民众参与、 倡议、 制定、 实施、 监督和

评估涉及切身利益的决策与计划ꎬ 使地方民众参与发展进程的规划和管理ꎬ 从

而消除贫困ꎮ④ 卢旺达的地方政府有四级———省、 区、 县和乡ꎮ 全国 ３０ 个区的地

方政府也是权力下放的重点ꎬ 具有行政和财政自主权ꎮ 区负责地方经济发展和规

划以及提供大多数公共服务ꎬ 如中小学教育、 医保服务等ꎮ ３０ 个区的目标是有效

地启动、 规划、 资助和实施公共服务项目ꎬ 并及时准确地核算资源ꎮ 目前ꎬ 每个

区有 ８５ 名职员ꎬ 负责监督教育、 卫生、 农业、 基础设施、 供水及其设施、 私营部

门发展、 社会保障等ꎮ⑤ 区、 县、 乡和村各级均有负责决策的委员会ꎬ⑥ 其中最重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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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负责制定 “区发展计划” 的区委员会ꎮ① 县是向民众提供服务的关键一级ꎬ
负责协调社区参与发展ꎬ 以及收集数据和信息ꎻ 乡负责了解和评估民众的需求ꎬ 遴

选出优先事项ꎬ 并动员各村行动ꎻ 村民定期开会在社区成员之间建立团结协作ꎮ②

卢旺达的分权改革是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ꎬ 在扶贫工作方

面亦如此ꎮ 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和减贫政策ꎬ 除本文前述提到

的内容ꎬ 还包括 “一个不落” 的社会脱贫和农村改造工程等ꎮ③ 各区政府每

年就地方发展规划与中央政府磋商ꎬ 并已形成制度ꎬ 虽然区政府可就地方的

举措和目标选择发表意见ꎬ 但通常中央政府起主导作用ꎬ 各区需严格实现由

中央确立的绩效目标ꎮ④ 中央通过绩效合同制度追责地方政府ꎬ 在下层形成一

种成效导向的追求政绩文化ꎮ⑤ 面对中央政府雄心勃勃的年度目标ꎬ 地方机构

和官员在实现地方发展和减贫过程中面临巨大的考核压力ꎬ 以致区长频繁更

换ꎮ 此外ꎬ 区政府的财政资金依然主要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ꎮ
卢旺达以财政分权提升减贫效应ꎮ 一方面ꎬ 区政府有权在当地以税收等

形式取得自己的收入ꎮ 另一方面ꎬ 地方政府获得中央转移的财政资金ꎮ⑥ 卢旺

达中央政府通过共同发展基金、 一揽子拨款和专项基金ꎬ 向区政府提供转移

支付ꎮ 以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为例ꎬ 中央向区政府转移支付的总额占国内财政收

入的 ３３％ ⑦ꎬ 且中央政府近 ８０％ 的转移支付以专项基金的形式拨付ꎬ 主要用

于与服务相关的具体活动ꎮ⑧ “共同发展基金” 顺应卢旺达权力下放政策ꎬ 为

资助地方政府的发展计划而设立ꎮ 它是集体互助脱贫项目的一个重要国内经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Ｏｍａｒ Ｓｈａｈａｂｕｄｉｎ ＭｃＤｏｏｍꎬ Ｒｗａｎｄａ’ｓ Ｅｘｉ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８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ｅｃｔｏｒ － ｗｉｄ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 ｐ ９
Ｒｗａｎｄ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ｏａｒｄꎬ “Ｕｂｕｄｅｈ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ｗａｎｄａｐｅｄｉａ ｒｗ / ｈｇｓ / ｕｂｕｄｅｈｅ / ｈｏｗ － ｉｔ － ｗｏｒｋｓ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０７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ｈｅｍｏｕｎｉ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ｔｏｃｋ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ｓ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ｈｅｍｏｕｎｉꎬ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ｌｉｔ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４６ －２６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ｅｃｔｏｒ － ｗｉｄ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８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ｓｔ －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ｔｉｚｅ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３ / １４ －

２０１７ / １８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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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源ꎮ 区政府对于转移支付的自由支配权有限ꎬ 但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

有较大的决策空间ꎮ 此外ꎬ 虽然区政府从地方取得的财政收入尚低ꎬ 仅占其

预算的 ５％ ~２０％ ꎬ① 但区政府可以自由支配这部分收入ꎮ
第二ꎬ 实施社区参与式扶贫ꎬ 发挥社区在减贫中的作用ꎮ “社区驱动型发

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就是中央政府将一定的决策权和资源

控制权下放到基层ꎬ 本地居民则通过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ꎬ 保证每个成员都能

平等地建言献策ꎬ 经过充分讨论ꎬ 形成适应当地的发展规划和决策ꎬ 并赋权

穷人ꎬ 从而成为改善治理的一种方式ꎮ② 这种脱贫做法强调政府将部分决策和

资源的支配权交给社区群体ꎬ 形成社区同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机构的合作

态势ꎮ 贫困群体是落实国家扶贫的对象ꎬ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ꎮ 在扶贫过程

中ꎬ 调动他们脱贫的主动性、 积极性和创造性ꎬ 实行参与式扶贫ꎬ 扶贫工作

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ꎬ 且成本更低ꎮ③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旨在提高地方政府

和民众从基层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能力ꎬ 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ꎮ 在

实践中ꎬ 村民共商集体减贫行动计划ꎬ 共建公共工程或集体帮扶ꎬ 扶贫对象

亦参与决策、 积极脱贫ꎬ 是以社区为主体型发展和参与式扶贫ꎮ
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ꎬ 为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村民创造了交流讨论、 集思

广益的机会ꎮ 他们自力更生脱贫与发展ꎬ 践行本土化的民主和良治ꎮ 总统卡

加梅指出ꎬ “必须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强有力的治理机构ꎬ 同时下放权力与决

策ꎬ 以便听到百姓的声音ꎬ 并使政府的决策反映普通百姓的优先事项和需

求ꎮ”④ 基层民众以其对情况和需求的了解和理解ꎬ 执行效率和监督能力更高ꎬ
从而更加有利于扶贫政策和项目的设计与实施ꎮ

卢旺达在社会政策的实施上ꎬ 强调基层参与和本土知识的利用ꎮ⑤ 从确定

当地面临的贫困问题、 致贫原因和解决方案ꎬ 到选择扶贫对象ꎬ 再到实施计

划的监督和评估诸环节ꎬ 都强调基层赋权ꎮ 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ꎬ 使各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ａｓｔ －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ｔｉｚｅｎ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８ － １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ｏｎｇｉ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Ｊｅｎｉ Ｋｌｕｇｍａｎ ｅｄｓ ꎬ Ａ Ｓｏｕｒｃｅ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Ｃ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３０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０３
Ｐａｕｌ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ｏｐ ｃｉｔ.
Ｃｈｉｋａ Ｅｚｅａｎｙａ － Ｅｓｉｏｂｕ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ｅｇｒｏｗｎ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Ｖｏｉｃｅｓꎬ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 ６ꎬ ＵＮＲＩＳＤ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　

家各户均能参与本地集体互助脱贫项目的决策ꎮ 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和使用资

金的权力被下放到乡镇ꎬ 地方政府领导与民众会商决定互助帮扶对象的名单ꎮ
因此ꎬ 一方面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发挥基层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ꎻ 另一方面ꎬ
提高了公共服务的透明度和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响应能力ꎬ 强化了问责制ꎬ 在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施政的合理性ꎮ

三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实施成效与启示

卢旺达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的集体互助脱贫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均衡发展机制

之一ꎮ 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肩负着实现民族和解、 提升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
发展经济的使命ꎬ 这些使命也融入了集体互助脱贫的制度设计之中ꎮ 卢旺达

的集体互助脱贫机制ꎬ 秉承扬弃传统、 本土创制、 以民为本、 基层参与等理

念ꎬ 不仅取得了一定的减贫成果ꎬ 也实现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ꎮ
集体互助脱贫集多重功效于一身: 增强社会凝聚力、 扶贫济困、 完善公共服

务、 促进地方发展ꎮ① 同时ꎬ 集体互助脱贫也是同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

个方案ꎮ
(一) 集体互助脱贫的成效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确有成效ꎬ 全国贫困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６４％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８％ ꎮ② 卢旺达虽未走出联合国划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列ꎬ 但毕竟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７ 年人口净增 ４７％ ③的压力下ꎬ 已成功将贫困率降低 ２６％ ꎮ 参与集

体互助脱贫的家庭就医条件明显改善ꎮ 卢旺达现已近乎实现参与集体互助脱

贫家庭医保全覆盖ꎮ 在取得集体互助脱贫支持的家庭中ꎬ 有充足或有限能力

９７

①

②

③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 日ꎬ 舒展在马盖拉盖雷县访谈基加利市尼亚鲁格日区 (Ｎｙａｒｕｇｅｎｇｅ) 马盖拉盖

雷县 (Ｍａｇｅｒａｇｅｒｅ) 执行书记克里斯托夫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ꎮ
据 «卢旺达第五次家庭生活条件综合调查: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卢旺达贫困状况报告»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ＩＣＶ５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Ｒｅｐｏｒｔ ) 数据ꎬ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财年ꎬ 卢旺达的贫困率已降为 ３８ ２％ ꎻ 另据欧盟委员会数据ꎬ ２０１７ 年卢旺达的贫困率为

３８ ２％ ꎬ 两个数据基本一致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ｗｈｅｒｅ － ｗｅ － ｗｏｒｋ /
ｒｗａｎｄａ＿ ｅｎꎬ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６

根据卢旺达统计局数据ꎬ ２０００ 年卢旺达人口为 ８０３ 万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１ １８１ 万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ｒｗａｎｄａ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ｆｏｒａｆｒｉｃａ ｏｒｇ / ｙｖｔｌｙｐｆ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６ꎻ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２０００ 年卢旺达人口为 ７９３ 万ꎬ
２０１７ 年为 １ １９８ 万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ｗａｎｄａ?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６ꎮ 上述

两个来源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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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医疗费的家庭合计占比高达 ９０ ７％ ꎮ① 集体互助脱贫逐步阻断了贫困代

际传递ꎮ 据调查ꎬ 受益家庭均表示原来为子女支付学费的能力很低或毫无能

力ꎬ 而在享受集体互助脱贫相关政策红利后ꎬ 他们当中 ７７％表示有能力支付

子女的学费ꎮ② ２０１９ 年卢旺达小学教育完成率已高达 ９７ ４％ ꎮ③ 集体互助脱贫

项目通过为穷人提供食品等形式ꎬ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众吃饱饭和增进营

养等问题ꎮ 在参加集体互助脱贫的家庭中ꎬ １８ ７％ 曾食不果腹ꎬ 而现在仅剩

２ １％ ꎮ 原仅四成家庭能保证每日两餐ꎬ 现已增至七成ꎻ 此外ꎬ 解决温饱问题

的家庭比率也从 ５３％降为 ８ ６％ ꎮ④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卢旺达国民预期寿

命增加了 ２０ 岁ꎬ 突破 ６９ 岁⑤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有望达到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相关国民健康目标的国家ꎮ 集体互助脱贫提高了受助家庭的住房

拥有率ꎬ 除偏僻地区外ꎬ 茅草棚几近绝迹ꎬ 拥有土坯房的家庭从 ４８ ３％ 升为

６７ ９％ ꎻ 住房面积也有所增大ꎬ 许多家庭已利用相关收益翻修房舍ꎮ⑥

最重要的是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在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的同时ꎬ 也跨越民

族属性ꎬ 极大地缓解了族群社会层面的问题ꎬ 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和解、
互信重建和社会融合ꎮ 卢旺达自 ２００１ 年实施互助脱贫这一机制以来ꎬ 接近

８９％的社区受访家庭表示ꎬ 互助脱贫项目显著甚至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融合ꎮ⑦

卢旺达现行政策不再强调 “民族” 身份ꎬ 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区分民族ꎬ 以

此消除民族标签化ꎬ 使民族不再作为区别对待、 服务和决策的基础ꎬ 增进了

国家认同ꎬ 培育了社区间和平与对话的环境ꎮ
２０ 年来卢旺达的减贫能取得上述成绩ꎬ 实属不易ꎬ 也绝非一帆风顺ꎮ 一

方面ꎬ 乡村综合发展和产业转型不力ꎬ 相关产业链延伸和升级面临技术和技

能匮乏、 基础设施不足等诸多挑战ꎬ 农民自主创业艰难ꎻ 另一方面ꎬ １９６０ ~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得益于集体互助脱贫项目ꎬ 拥有健康保险的家庭成员人数也从 ８１ ８％上升到 ９７ １％ ꎮ Ｒｗａｎ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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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流亡国外的大量难民陆续回归ꎬ 且人口自然增长较快ꎮ
(二)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的启示

非洲大陆不乏像卢旺达一样富有社区文化和互助传统的国家ꎮ 卢旺达的

经验向其他非洲国家展示出一种脱贫路径ꎬ 即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ꎬ 通过

分权改革ꎬ 动员和依靠基层民众参与ꎬ 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与国际有益经验相

结合而减缓贫困ꎮ 卢旺达的集体互助脱贫机制是非洲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ꎮ 卢旺达人善于寻找自己的道路ꎬ 建立自

己的制度ꎬ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平等、 包容、 民主等价值ꎬ 其宝贵的发展理念

和治理制度值得其他非洲国家借鉴ꎮ 据 ２０１９ 年新成立的卢旺达合作署①介绍ꎬ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年间ꎬ 每年约有 ３００ 个非洲等地其他国家的团组访问卢旺达ꎬ 了解

本土创制经验ꎮ② 卢旺达减贫的经验对其他非洲国家不乏参考价值ꎮ
第一ꎬ 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价值ꎮ 卢旺达重视本土文明传统ꎬ 也源于摒弃

欧美推销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ꎮ “华盛顿共识” 及其指导下的 “结构调整计

划” 导致众多非洲国家经济恶化、 普遍贫困和贫富悬殊ꎬ 人心不古ꎬ 社会动

荡ꎮ 卢旺达人则从自身历史中寻找有效的减贫方法ꎬ 以本土创制修正发展政

策ꎬ 既能确保不脱离实际ꎬ 又符合广大农村贫困人口需求ꎬ 符合扶贫的需求

导向和成效导向ꎮ 正如卢旺达治理署研究和督导部主任乌森古木基扎费利

西恩所言: “卢旺达面临一些特殊问题ꎬ 需要特定的解决方法ꎬ 有时候很难用

欧洲国家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ꎮ 所以ꎬ 我们在改造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时

候ꎬ 尝试用特定的本土方案ꎮ”③

第二ꎬ 保持自主性ꎮ 卢旺达在扶贫做法方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ꎬ 这主要

是因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斗争历史使其始终独立于外国的干预ꎮ 卢旺达爱国

阵线认识到ꎬ 在解决民族和发展问题上ꎬ 应基于自身历史和特殊情况ꎬ 利用

本土创制ꎬ 而不是被外部支配ꎮ 正如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所说: “一个无法从自

身内部找到应对生存和增长等众多挑战的本土解决方案之民族ꎬ 无论它从外

１８

①

②

③

卢旺达合作署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成立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隶属内阁ꎬ 其职责是通过

国际联合研究、 对外传播等方式ꎬ 介绍和分享卢旺达本土创制经验ꎬ 推进南南合作ꎮ 详见其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ｗꎬ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２６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卢旺达合作署署长路易 － 安托万穆希雷 ( Ｌｏｕｉｓ －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Ｍｕｈｉｒｅ)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卢旺达治理署研究和督导部主任费利西安乌森古穆基

扎 (Ｆéｌｉｃｉｅｎ Ｕｓｅｎｇｕｍｕｋｉｚ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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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获得多少支持ꎬ 都注定要失败ꎮ”① 虽然集体互助脱贫项目的资金一度主要

依靠西方国家的援助ꎬ 但卢旺达善于自主地利用外国援助资金ꎬ 将其服务于

本国既定的发展改革目标ꎮ 卢旺达实行权力和责任下放是经过深思熟虑ꎬ 自

主决策ꎬ 而非出于援助方施加的压力或引导ꎮ②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ꎬ 欧盟出资 １００
万欧元资助集体互助脱贫试点ꎻ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间ꎬ 又通过 “为实现农村减贫

而下放权力计划”ꎬ 提供 ２ ３３３ ９ 万欧元ꎬ 资助卢旺达在全国推广集体互助脱

贫项目ꎮ 英国国际发展部仅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度两个财年就向

卢旺达拨款 １ １１ 亿英镑的援助ꎬ 帮助卢旺达减贫ꎻ 德国也多次援助卢旺达的

分权和良治项目ꎬ 提高地方的财政和治理能力ꎮ③ 此外ꎬ 比利时和一些非政府

组织也是集体互助脱贫有关项目的重要经费来源ꎮ 然而ꎬ 卢旺达爱国阵线从

内战时期即对国际援助一直保持独立性ꎬ 很少妥协ꎬ 在当今国家建设中继续

坚持独立自主ꎬ 坚持本土创制ꎬ 努力探索发展道路ꎮ
第三ꎬ 有选择地学习借鉴国际经验ꎮ 卢旺达并不排斥学习适合自身发展

的外国经验ꎬ 强调有选择地根据国情学习和借鉴ꎮ 卢旺达在复兴集体互助脱

贫机制时ꎬ 借鉴了外国的分权经验ꎮ «改造卢旺达: 重建路上的诸多挑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一书的作者让 －
保罗基默尼罗 (Ｊｅａｎ － Ｐａｕｌ Ｋｉｍｏｎｙｏ) 指出ꎬ “只要欧美的方法可以解决我

们当前的问题ꎬ 我们就采纳和运用ꎮ”④ 这种文化自信基于民族历史遗产丰富

和历史意识深厚ꎮ 当然ꎬ 对于本土创制ꎬ 特别是如何扬弃自身文明传统ꎬ 很

难有统一的认识和理解ꎮ 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哈穆德
马穆旦尼就曾坦言ꎬ 前殖民宗主国的价值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当地人对本土

文明传统的理解和诠释ꎮ 卢旺达参议员蒂托鲁塔雷马拉则认为ꎬ 非洲国家

独立之后继承了欧美的殖民遗产ꎬ 努力适应原有的政治制度ꎬ 但几十年来无

法摆脱也无法复制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形成的 “既定标准”ꎮ 所以ꎬ 一些非洲国

家在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ꎬ 特别是借鉴殖民之前的本土文明传统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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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舒展在基加利访谈时任卢旺达总统府高级顾问的让 － 保罗基莫尼奥

(Ｊｅａｎ － Ｐａｕｌ Ｋｉｍｏｎｙ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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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加梅总统也表示ꎬ 卢旺达人善于从自身的不足和失败中汲取教训ꎬ 国家建

设并无唯一的模式ꎬ 成功的国家都是独立自主做出明智抉择的结果ꎻ 非洲国

家的治理和发展绝不能 “外包” 给他国ꎮ
卢旺达的治理模式将自上而下的调控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ꎬ 既保证

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一以贯之ꎬ 地方政府受到适当的激励和严格

的监督ꎬ 又尽量通过权力下放调动乡村民众和基层政府的积极参与ꎮ 卢旺达

政府具有较强的决策、 施策和调适能力ꎬ 保障参与性扶贫和基层主导型发展

比较有序、 有效地实施ꎮ

四　 结语

尽管已有 ２０ 年的实践ꎬ 集体互助脱贫机制还在为增强减贫成效而不断进

行动态调整和完善ꎮ 扶贫资金的外部依赖性是集体互助脱贫的一大局限ꎮ 近

五年ꎬ 卢旺达不仅遭遇旱魃山洪、 疟疾瘟疫、 新冠疫情等灾害ꎬ 还有欧美国

家对其停止援助等经济制裁ꎬ 使其减贫进程趋缓ꎬ 一些地方甚至停滞ꎮ 集体

互助脱贫机制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优惠对象存在争议ꎬ
争议在于是把资源更多地向最贫困的几类家庭倾斜ꎬ 还是更广泛地让各个类

别都有机会受益ꎮ 更深层次的挑战还在于农业社会在卢旺达特定自然、 人文

环境条件下的转型改造、 新兴技术及其伴随的观念更新ꎮ 虽然过去 ２０ 年卢旺达

政府没有一味地强调经济增长ꎬ 更加注重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和谐ꎮ 但是ꎬ 当社

会发展一段时间后ꎬ 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等问题自然会出现ꎮ 社会重新整合历

来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不断发展中都难以避免的棘手问题ꎮ 卢旺达拥有良好的本

土创制的初衷ꎬ 如何不断创新、 改革和发展仍旧任重道远ꎬ 好在卢旺达和其他

国家非洲人都具有执着和坚持的文化传统ꎮ 雄关漫道真如铁ꎬ 而今迈步从头越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卢旺达的扶贫与中国不约而同地秉承 “以民为本” 的理

念和 “精准扶贫” 的做法ꎮ 这些相似性一方面扩展了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的双向空间ꎬ 另一方面也说明某些非洲国家能够像卢旺达一样ꎬ 践行这些有

益做法ꎮ 卢旺达集体互助脱贫这一独创方案ꎬ 为中非开展减贫经验交流提供

了一个有所成效的非洲案例ꎬ 对双方在减贫领域开展合作亦有启迪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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