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迪基金会在建设可持续发展

能力上的经验

  柯山（Alex Christian）*a

摘要：任何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法都是由关

于发展过程之目的、人类之本质的流行观点所塑造

的。当前，发展目的主要是根据对改善物质条件的贡

献来界定的，个人则通常被视作消费者。

巴迪基金会是中国的一个小型非政府组织，在它

看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需要社区、机构和个人

做出根本性的思维转变，逐渐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灵性

的，将理性的思维看作灵性的力量，将发展看作一个

灵性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的目的便是为一

种新的社会秩序建立基础，此秩序将能够培养潜藏在

人的意识中的无限潜能。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育学硕士，教育和社区建设方面的国际顾问。本文为作者
2008年11月为巴迪基金会撰写的论文，参见http://www.badi-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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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里，巴迪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将能够促

成这一思维转变的各项原则付诸实践。本文总结了巴

迪基金会在这个过程中的认识。该基金会的工作重心

是开发和发放培训材料，通过这些材料来培养参与者

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能力。培训材料可以帮助参与

者获得一种新的乐观以及对团结和人类一体的认识，

理解在社区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进步与智力、灵性、

文化和道德发展之间建立和谐平衡的重要性。

背景

20世纪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为一种统一的世界观奠定

了基础。这一观点超越了种族和国家差异的局限，其本质的表现

是对同胞的和平与舒适的诚挚关切，是渴望所有个体都能得到机

会，来培养和展现他/她独有的能力和天赋；其外在的表现是法

律的改革，是教育、医疗、慈善和科研机构的成立，这些机构要

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无论其经济阶层、社会地位以及民族、种

族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为何。在我们对他人的关切和为改革所做的

努力中，发展观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的观点是，全世界的政府和

发展组织都应努力地去更为全面地理解这个问题。

尽管我们对发展的真正本质的理解在20世纪有了很大的进

步，但我们仍主要将其视为经济和工业的增长，这一观点乃是

基于经济学家在20世纪初的研究成果。它把经济和工业发展程

度较低下的国家或地区视为“欠发达”，认为发展的目标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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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逐渐地建立机制，实现与“较发达”地区相似的生

活标准，而后者则应追求更高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水平。储蓄再

投资被看作加速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今天的人们几乎普遍地认识到，全世界的工业发

展——不管其初衷多么好——都带来了环境的危机，进而使得

越来越多的当前和未来的人们面临健康和生活的风险。其次，

国际上对发展措施的成果分析显示，经济和工业发展这一方法

所承诺的普遍富裕和福祉并没有实现。恰恰相反，各国之内以

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在逐渐加剧；犯罪的社会成本以及

教育质量低下和家庭破裂的情况在增加；面对接踵而至的危

机，世界上的领袖和专家开始越来越多地承认，除了权宜之

计，他们也无力给出任何方案，于是人们的信心在动摇，安全

感在失去。

这一严峻的形势已经迫使我们扩大对发展的理解，将可持

续性的概念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考虑

进来。采取可持续发展方法的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80

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出版了《世界保护战略》；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题为《我们共同

的未来》的报告。这二者的问世使得这一运动势头大增。

2000年，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之相互依赖性的认识促使联

合国各成员国宣布，设定八个国际发展目标，其中包括推动关

于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当时人们认为，如果各项因素合力而

为、各尽其职，这些目标可以在十五年内实现。然而，我们在

2015年之前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各个目标的实现程度却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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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有的国家已经实现了许多目标a，有的则尚无所成b。

我们可能会问，世界社区拥有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为什么却在实现八个目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2008年10月，英

联邦财长会议在圣卢西亚岛（Saint Lucia）举行，民间团体代

表得出的结论认为，当前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将进一步增加千禧

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难度——如果说其实现尚属可能的话c。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一观点。在为2008年的

《千禧年目标报告》撰写的前言中，潘基文称：“我们在实现

全部八个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却无法实现我们的

承诺……在这个十年的初期，发展环境总体上是良性的，这对

我们迄今获得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现在它却受到了威胁。我

们正面对全球经济下滑和粮食安全危机……全球变暖已经日益

明显。”最后，他以一段乐观的话作为结尾：“展望2015年乃

至以后，我们无疑可以实现这个重中之重的目标：为贫穷划上

句号……我们知道该如何去做。但这需要坚定不移、共同协作

的长期努力。”d 

目前取得的成果良莠不齐，这表明可能还有其他重要因素

是在我们对发展本质的开放理解中尚未考虑到的。在巴迪基金

会看来，缺失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对人类本质中的灵性成分的

a　http://www. mdgmonitor.org/country_ progress.cfm?c= BRA&cd=

b　http://www.mdgmonitor.org/country_progress.cfm?c=BEN&cd=

c　http://www.spc.int/ppapd/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0&Ite
mid=1

d　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The%20Millennium%20Development%20
Goals%20Report %20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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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本基金会将发展视为一个“精神文明通过物质得以表现

并实现”a 的有机过程。当个体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力发

展被当作发展项目中的核心要务时，各个社区便能够做出“坚

定不移、共同协作的长期努力”，也即潘基文认为实现成功、

兴盛和繁荣所必需的条件。

尽管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范式、使人类本质中的灵性

成分在这个范式中得到承认是一项复杂的任务，但经验显示，

这并不需要一个宏大、复杂的发展计划。以一个复杂的计划开

始本身便是与自然增长的原则相冲突。自然增长需要精细的发

展，需要我们理解精细的发展，且只能在时间的推移中，在对

经验的认知中实现。最为成功的方法应是采取一条开始十分简

单，再逐渐变得较为复杂的行动路径，最终走向计划的设定，

使得整体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微观的地区层面得到实现。

巴迪基金会是中国地区的一个非政府组织，1990年成立

于澳门。它用这样一种自然增长的方法开展了多项计划，例如

环境行动计划，也即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概括了在重大的发

展——也即构成该计划的基础——中所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

简要地描述了环境行动计划课程的内容；指出了灵性的原则，

经验表明，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个框架的起始，能力建设活动

便是在这一框架之下开展；最后简单总结了该计划对参与者的

影响以及我们的经验教训。

a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阿博都-巴哈1911年巴黎演讲录》，陈晓丽、李
绍白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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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发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环境行动计划中突显出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第一，科学

知识的重要性；第二，将发展视为灵性过程的重要性，第三，

学习的文化的重要性；第四，合作的重要性。

如果个体和社区要对可持续发展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那

么第一个要素——科学知识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是一种崇

高、可嘉的成就，必须利用其服务于整个人类家庭的物质、智

力、情感和灵性需求。这就要求所有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参与创

造科学知识，并决定其应用。

第二个要素——将发展视为一个灵性的过程——认识到，

仅靠物质上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全感和舒适、社

会凝聚力以及经济正义。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努力之后，我们

可以明显看到，如果一项计划主要致力于改善物质条件、培养

参与者的能力以使之成为更为有效的消费者，那么它就只能获

得有限的、暂时的成果。

在巴迪基金会看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需要个人、社

区和机构做出根本性的思维转变，逐渐认识到人的本质是灵性

的，将理性的思维看作灵性的力量，将发展看作一个灵性的过

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的目的便是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建

立基础，此秩序将能够培养潜藏在人的意识中的无限潜能；而

发展项目应该将物质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及个人的灵性实现

联系在一起。

学习、磋商、创造性行动以及对行动的思考是一个困难但

颇有价值的过程。当社区成员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培养技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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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要素——学习的文化便突显出来。学习能打开新知识的

大门；磋商能缔造思想的统一，保持人们的热情并揭示真理；

创造性的行动会带来切实的效果；对所获经验的思考能深化理

解，让我们发现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一过程可以促进个人的进

步和集体的团结，而在真正的发展当中，这二者是不可或缺的。

在巴迪基金会的计划中，学习占有中心地位，因此我们相

信，过程与结果同样重要，态度的转变与技能的培养同样重要，

参与者智力、灵性和情感的进步与社区的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第四个要素——合作出自这样一种理解，即当个人和组织

通力协作、相互学习时，我们才能最好地促进发展。本基金会

只是将自己看作世界社区中的一个伙伴，在这个社区中，志趣

相投的个人和组织一起合作，为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找出根本

的原因，并采取有效的行动，通过科学和灵性原则的实际应用

来处理这些问题。终极的目标则是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

发展的模型。

在国际层面上，本基金会与诸多志同道合的组织和个人

合作，他们工作在亚洲、非洲及美洲，其在草根层面的活动支

持、协助政府提高公众对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认识，实施

旨在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项目。

在国内，巴迪基金会的主要伙伴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

各省、区、县的办事处，以及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在国家、省、

区、县的办事处。环境行动计划始于2000年，截至2008年，其

培训在陕西、甘肃、云南、四川、河北和河南都有开展。超过

四千名村民和干部参与了这个计划（其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她



巴迪基金会在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经验 23

们的家庭拥有小型农场），许多社会和经济项目得到了实施，

二十多位课程推动者受到了培训。

二   课程内容

各地的人们都日益渴望做好智力和道德上的准备，参与到

有意义的社会行动之中。巴迪基金会环境行动计划的课程契合

了这种渴望，致力于个人的能力建设，帮助他们通力协作，做

出与所在社区的灵性和物质进步相关的决策。发起于这一过程

中的发展活动所提供的服务切实地改善了家庭和社区生活。这

些活动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个人、

社区和机构以日益提升的精细程度和效率水平来应对发展问题

的能力。

环境行动计划目前有针对三类主要参与者的培训材料：农

民、地方和地区领导者、课程推动者。

1．农民培训

农民培训的目标是建设他们通力协作、促进本社区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参与环境行动计划的农民要先根据巴迪基金会准

备的教材集中学习四十个小时的课程。这些教材包括：《建设繁

荣和谐社区》、《农民的角色》以及《社区发展的灵性基础》。

课程材料有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科技

知识的重要性的强调。巴迪基金会认识到，要想让个人和社区

在自身的发展中承担起更为主动的角色，那么他们就必须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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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接触到当前的科技进步，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农民的角

色》这门课程中，参与者会探查基本的生态学原理，例如生命

之网、食物链以及碳循环；深化自己对常见环境问题的理解；

辨析不同的生产系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评估他们自己的

生产系统的可持续程度；并在课程的最后制定计划，以提高该

系统的可持续性，并对所在社区的科学文化的进步做出贡献。

第二个方面是对灵性原则的重要性的强调，这些原则包括

合作、团结以及人类一体。《建设繁荣和谐社区》课程中所介

绍的概念和技巧，可以通过培养参与者的各项能力来提高其自

主性，包括磋商、在合作中成为有效的参与者、创建团结、以

深刻的眼光解读社会，以及在发展将社区带向何方这个问题上

做出重大决策。课程活动可以让参与者进一步意识到，道德力

量必须在指导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应用上扮演重要角色；可

以帮助参与者建立关于社区发展的共同愿景；可以促进项目组

的凝聚力和动态合作；可以提高个人和团体在为社区的社会和

经济发展做贡献时的主动性。在培训中，《社区发展的灵性基

础》这部小册子是参与者使用的资料工具，它可以加强参与者

认识各种灵性品质的能力，例如诚实、可靠和对他人的同情。

参与者可以把册子带回家，将其当作一份指南，来约束自己的

道德和精神生活，帮助他们加强孩子的道德品格。

在为期四十个小时的课程的最后一天，参与者要按照项目

组来组成社团，分析所在社团的需求，制定具体的计划。这份

计划要包括如下的一个或多个成分：与家人、朋友和邻居分享

他们学到的东西；某种形式的社区服务，如修路或社区清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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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他们的农场，使之更具持续性；设计一个可以增加收入的

项目。有的时候，他们最初的努力是卑微的，但随着经验和信

心的积累，他们便可以承担起更为复杂、更为长期的活动。

为了评估培训的影响，并且在参与者实施计划和制定新计

划时提供鼓励和支持，巴迪基金会有一个分为两个部分的后续

项目。在培训结束三到六个月后，基金会的一名代表会拜访农

民群体，来讨论他们在实施计划时学到了什么。此外，基金会

出版了一份半年度通讯，其主要内容都是节选自参与者描述其

活动的信件。

2．地方和地区领导者培训

培训干部的目标，是建设其作为政府领导者为参与计划的

农民提供支持与鼓励的能力。参与环境行动计划的干部先要集

中学习十二个小时的课程，用的教材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道德

领导》。

本课程让官员进一步认识到，他们在培养个人主动性、支

持和鼓励环境行动计划的参与者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

能帮助他们理解，尽管道德领导是一种需要由社会全体成员履

行的责任，但是作为领导者，他们有权利、有义务来把对发展

的新理解引入所在社区。课程活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各项能力，

包括磋商、在合作中成为有效的参与者、以深刻的眼光和见解

读懂社会以及促进关于发展的统一构想，在这样的构想中，具

体的行动和物质的进步充当了在物质进步与灵性、文化进步之

间实现平衡的方式。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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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第一，为了充分利用榜样的力量，他们为在自己的生活

中彰显道德能力所做的努力。第二，为了让社区全体成员关注

道德领导的要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赢得他们对道德领导

作为一种善与和平的力量的支持（不仅在本社区，而是在全世

界），他们所做的努力。

在课程的最后一单元中，领导者要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来

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他们的计划所基于的理解是，作

为领导者，他们要在促进学习文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

开明、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真诚、谦逊以及对社区福祉和

利益的全心投入是扮演好这一角色的关键。具体地说，他们可

以保证高度地参与社区的决策制定，鼓励为了社区的福祉所开

展的合作行动，支持全身心地为社区进步做贡献的个人。 

3．课程推动者培训

这一培训的目标是，培养推动者，让他们习惯于有公众

参与的培训方法，建设他们鼓励和指导课程参与者的能力，而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自己探讨建设繁荣、团结社区的根本真理。

愿意成为推动者的人要先集中学习四十个小时的课程，用的是

《担任一名推动者》这部教材，其中介绍了与公众学习相关的

一些概念，帮助参与者洞悉一名高效的培训者所应具备的特

质，让他们做好担起责任的准备，将环境行动计划的课程介绍

给农民。在集中培训之后，参与者将获得协助一个小型群体的

机会，此时会有一名有经验的推动者为其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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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该计划中的灵性成分

当每个社区努力实施其发展日程时，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释放其成员所固有的巨大的资金、技术、人力及道德资

源。经验表明，当人的本质中的灵性成分被融入到发展活动中

时，这些资源才能得到释放。在包含了灵性成分的计划中，参

与者的内心受到了触动；超越了狭隘私利的品质得以突显，例

如爱、可靠、勇气、谦卑、合作以及为共同利益做出牺牲的意

愿；而且，由于人们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了积极主动的

参与者，社区固有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便被释放出来。

环境行动计划中的灵性成分所基于的原则被哲学家、教

育家巴哈欧拉看作文明进步的原因和要素。在本基金会的经验

中，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开始的框架，能力建设计划可在这个

框架之下开展。

第一个原则是独立探求真理，它在成功的社区行动中是必

不可少的工具。一旦每个人都在探求真理，社会就将摆脱老是

重复过去的愚昧现象。a 对真理的探求让我们能够透彻地研究

任何问题。当我们在学习的精神中共同探求真理时，我们就变

得更加团结，因为我们开始对每一个情况都有共同的理解。

第二和第三个原则分别是互相帮助和合作，它们是构成人

类交流之基础的两个必需原则。对于任何社区的生命和福祉而

言，合作与联系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完成任

务的能力得到了提高，成员也认识到，他们可以支配的资源比

a　《阿博都-巴哈文选》第202.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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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想的多得多。通过合作，我们实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幸福与发

展。这一观点表现了一个真理：所有人都属于唯一一个人类大

家庭，即人类族群，一个在生物、社会和灵性的角度上紧密相

连的家庭；同时，我们又在次要的身体和文化特征上表现出无

限的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整个地球。这是一个由科学充分验

证的真理。

第四个原则是人类一体，它将必然带来多元化之下的团

结。这个原则既适用于各个民族，也适用于世界各个国家。它

是一种实际的、最本质的标准，确定了人类在地球上的集体生

活的秩序，同时也是发展战略的基石，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为他

们共同的命运担起责任。人类一体不仅意味着合作的意愿，它

还回应了各地人们的渴望，即为世界注入社区、友谊和同情的

强大精神，于是人类的苦难和堕落、暴力和压迫变得不被容

忍，并最终变得无法想象。在这样的世界中，和平、社会与经

济的正义、繁荣以及自由将最终实现。

当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共同拥

有一个家园时，他们便对社区、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有了一种深

深的责任感，对整个人类大家庭有了责任感；他们变得能够与

不同的民族合作，建设共同的未来；能够投身于个人和集体层

面的影响深远的转变中，这也是一个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

迅速转变的世界所要求的。其结果乃是将潜藏的财力、技术、

人力和道德资源解放出来，而这些资源正是促成上述转变所必

需的。

对于任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人类一体的原则都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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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含义。其中之一是，公众的参与对发展计划的成功

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常说，发展并不是一种由“发达”一方向

“欠发达”一方传递的产品，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主导者必须是人民本身。参与能提高个人的尊严，让社区获益

于人们的创造和灵性。社会计划和政策常常会失败，因为它们

缺乏个人和社区的真正投入及参与，而这些人和社区却正是它

们应当服务的对象。

公众参与发展的核心是一个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概念，这个

概念便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和目的。从物质的观点来看，人要么

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动物，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要么只是社会

经济力量的产物。一个更为乐观、积极的观点是，人拥有被赋

予了无限潜能——智力上、灵性上、情感上以及道德上——的

理性灵魂。

有一种方法认识到了潜藏在人类意识中的无限潜能，构成

这种方法的基础的是三个主要原则：第一，从根本上说，人的

本质是灵性的。因此，对社区行动而言，灵性原则是最有利、

最实际的，因为一个社区的进步最终要取决于其成员的纯洁动

机和良好行为；第二，为人类的服务是开启个人潜力的主要影

响因素之一；第三，磋商具有使社区团结、发展的力量，因

此，它是一种促进公众参与的宝贵工具。

应用第一个原则意味着把个人的道德、情感、身体和智

力发展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在任何发展计划中都是如此。这样

的计划能够鼓励个人通过实践可嘉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来培养他

们的灵性本质。这样一来，纯洁的动机、对所有人的充满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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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态度以及在面对他人时的正直行为就成了发展的重要目

标，从而确保了个人和社区的进步。这些能够引起灵魂共鸣的

灵性原则，提供了牺牲和转变所需的巨大原动力。因此，较之

于纯粹基于物质生命观的计划，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基于灵性原

则的计划。

应用第二个原则意味着教导为人类服务的原则，促进基

于服务精神的新职业道德。具体地说，应用这个原则意味着培

训——是培训让每一个社区成员参与到财富创造中成为了可

能——必须注入一种灵性的认识，即为人类的服务是个人生活

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目的。教导为人类服务的原则能够激发并保

持人们的动机，如果再辅之以实用技能和技术的学习，这种动

机便可以打开此前无法想象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草根层面的教

导计划，它可以帮助参与者培养个人的自信，获得为所在社区

的发展做贡献的必须技能。

应用第三个原则意味着将磋商放在发展的核心。通过磋

商，妇女和男士可以一起学着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到相关

的原则，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细致地考虑他人的观点，并

做出每个人都支持的决策。有了磋商来作为发展项目的核心，

过程就变得与结果同样重要，态度的转变就与技能的增长同样

重要，参与者的智力、灵性和情感进步就与社区的经济发展同

样重要。

通过呼唤人们崇高的一面，磋商过程促进了合作，培养

了服务精神，从而摒除了最细微的能够让人失去信心的形式。

磋商的目的并不是获胜，而是找到真理，因此人们要以谦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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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给出观点，将其作为对集体努力的贡献，而不是作为权威

的、最终的认识。这样所产生的结果是增进了对差异的理解，

提高了创造力，个人变得成熟，社区则变得更为强大。

四  对参与者的影响

2006年，在与巴迪基金会合作了一个在四川省的项目之

后，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

“和谐社区环境行动计划”的验收报告总结》，其中指出了环

境行动计划带来的益处：

1. 参与该计划的妇女变得更为自信。

2. 接受培训的妇女总体上都改善了与丈夫、姻亲、邻居以

及子女的关系，特别是与子女。在培训之后，妇女开始

与孩子说理，而不是打骂他们。

3. 参与该计划的妇女把对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了社区。她们

开始关注环境、道路和社区设施的改善。她们积极合作，

以满足社区的需求，并能够发动邻居与她们一起工作。

4. 参与该计划的妇女发起了一项基金，用于修建一座沼气

池。此外，她们还说服许多邻居改变了将厨房、厕所和

卧室建在同一个房间的习惯。这大大改善了这些家庭的

卫生状况。

5. 在实施该计划的过程中，地方干部和社区成员之间的隔

膜减少了。干部们变得更加注重社区的需求，并开始更

为紧密地关注大家的关切。



巴哈伊的社会发展观32

此外，这份报告还指出了它对巴迪基金会的一些优势的认

可：

1. 贴近民众

2. 观念先进

3. 信息资源丰富

2003年，一名来自陕西省定边县的妇女参与了该计划，她

说：

在村子里，我的丈夫、父母、邻居、朋友和其他人都告诉

我，我就是一名农村妇女。他们就像是在说，我不会明白外面

发生的事情，也没必要知道。我自己想，我肯定就是这样，除

了做家务、照顾孩子、到地里干活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巴迪

基金会的培训给了我勇气和信心，让我获得了进步。我已经敢

于和干部说话，于是我当选为村民代表。

五  我们的经验教训

在八年的计划开展中，本基金会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其

中最有意义的是在计划课程的传播体系方面。

任何计划若想对农村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都必须传播给

较大比例的民众。要让环境行动计划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就

需要培训更多的推动者，由他们来向农民群体递交课程材料，

开展后续活动。从一开始本基金会就认识到，要想持续地开展

该计划，增加计划推动者的数量就是计划本身所不可缺少的一

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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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开始，基金会就邀请农民来担任所在社区的志愿

推动者，他们都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培训，并且在努力地实施他

们的群体行动计划。这些人志愿参加了为期五天的集中培训，

随后又参加了一次或两次指导培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有

经验的推动者的指导下，为所在社区培训小型群体。参与者热

情地响应提议，基金会在寻找志愿者方面几乎没有遇到困难。

在每个社区都成立当地的推动者小组是很有希望的。

然而，基金会很快就发现，要想让社区推动者真正发挥效

用，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持续的支持和进一步的培训。有了这一

新的理解之后，基金会在寻找和培训社区推动者的方式上做出

了转变。2006年，我们建立了一套挑选流程，用于寻找愿意建

立地方非政府组织的个人。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在个人所在地

区推广环境行动计划，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是如此。这些个人将

获得两个月的集中培训，内容包括以灵性为基础的发展的基本

知识、推动的技能以及管理小型办事处的技能。培训结束后，

他们将回到家乡所在的社区，建立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开

展培训活动，并与巴迪基金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基金会将提供

鼓励和支持，并定期邀请他们参加进一步的培训。2008年，截

至目前，已经有十五人完成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并且回到了

家乡的社区来成立非政府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