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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艾滋病的统计数据是极其可怕的。例如，在马拉维这样的非洲

国家，每年失去的教师数量多于当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艾滋病阳性患者占据了医院收治能力

的 70%，并且艾滋孤儿占总人口的 8%。下一个十年的统计数据将更加恐怖，因为现在的这

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患者将会开始发病死亡。这样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所幸大量的物力和

财力已被正确地运用到鸡尾酒疗法(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Vs)的推广上。值得称赞的是，捐

赠机构也一直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作为援助项目的重点。但是，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 

 

    由于领导者感染艾滋病所造成的影响不仅让人悲伤，而且越来越明显，同时，由于领导

人员受到艾滋病影响而带来的严重后果也越发普遍，因此这已成为一个潜在的危机。在如马

拉维这样的国家里，领导者不仅在其组织里担任领导职务（在其工作单位他们不得不承受艾

滋病带来的巨大压力），他们也是其大家庭和快速增添的家庭成员的领导者。当艾滋病在全

国肆虐的时候，领导者们有责任对其家庭成员的死亡作出反应，正如齐切瓦语中的谚语所说

的那样：“领袖不会躲避拳头”。如果家庭中的一位成员得病去世，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不

可能对此不管不顾。但是，领导者能承受多少这样的打击，并保持工作的最佳表现呢？ 

 

    大多数的领导者正在被来自家庭的文化需求和来自工作的专业要求弄得心烦意乱。这样

的情形不可能持续下去, 不测终会发生。除非发生改变，优秀的领导人员和有效的组织，都

会崩溃，这就失去了最宝贵又是最脆弱的发展资源，将使得非洲不可能迎接不断加剧的人道

主义挑战。 

 

    然而，大多数的捐赠机构未能意识到，在这样的背景下，艾滋病对与其一起执行发展项

目的合作伙伴有着不明显的间接影响。在一个受到艾滋病严重影响的环境中，发展机构将不

得不做得更少，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却付出更大的代价。尽管艾滋病防治专家

认为：“事实上在艾滋病横行的时代要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Barnett, Whiteside, 2002），

但是，当没有达到逻辑框架表的各项指标时，捐赠机构仍然感到非常惊讶。总部的强调结果

和缩减预算的要求越来越不符合受艾滋病影响的地区的现实。艾滋病不仅对合作伙伴的项目

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合作组织本身
1
。在艾滋病高度流行的地区，合作伙伴的

工作人员、系统、结构、战略甚至领导层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本文将关注于领导层面临

                                                 
1 参见 Praxis Paper No. 3 ‘Building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 to HIV/AIDS’ ，可在 www.intrac.org 免

费下载。 

http://www.intrac.org/


的这方面问题，同时，虽然本文仅选取了来自马拉维的案例，但是，仍然对受到艾滋病影响

的其他非洲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马拉维的领导层状况 

 

    领导人员不是在真空中诞生的，他们必然地植根于很有影响力的文化背景中。社会认同 

理论认为，领导者行为与其社会身份密切相关—即领导者对自己与团体的关系的定义

（Haslam，2001）。因此，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大家庭和社区里，领导力不仅是某个人的，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 50 年前 Mayo 指出的那样：“得到拥护者爱戴的愿望以及联合

团结的人类本性，轻易地就超过了个人兴趣和逻辑推理，这些正是那些虚伪的管理原则的基

础。”
2
 在马拉维这样的非洲国家，社会认同理论显示了其份量，在该地区，“ubuntu”这

样的非洲精神——个人的存在依赖于他人—“只有大家才有自我”是普遍存在。因此，对于

马拉维的领导人员来说，由于他们的身份，他们不可能背离其家庭的看法和期望。那么，又

是哪些期望让这些领导人员不得不竭力满足呢？ 

 

    在马拉维，领导者们被其家庭认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把握住了机会或通过一些资格培

训，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极端贫穷的生活，而这样的贫困生活困扰着这个国家里的人民，其中

也包括领导人员家庭的大多数亲属。然而，由于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他们

十分依赖着这些已经成功的领导者，并且，他们也通常将解决自身问题的责任推到领导者身

上。尤其是女性领导人员的负担更重，她们不仅要承担家庭经济责任，而且还要履行由于性

别带来的义务，比如照顾生病的人。 

 

 

艾滋病的不同打击 

 

    艾滋病在马拉维的流行影响了每一个家庭，也影响了每一个工作人员，但是，艾滋病对

那些被寄予了“领袖不会躲避拳头”这样责任的领导者们的打击尤为严重。这些“拳头”非

常有力而且令人痛苦，其形式也是多样的。 

 

 

经济方面的打击 
 

    艾滋病使像马拉维这样的已经十分贫困的国家付出了大量的经济成本。社会中的领导者

们也承担了这些经济成本的绝大部分。当有家庭成员病倒时，他们总是会向家庭里的“富翁

富婆”寻求治疗费用。 

 

    但是，正如一个领导人员所说的那样，医疗费用仅仅是整个故事的开始
3
： 

 

                                                 
2 引自 Haslam，2001：17。 
3 这个故事摘自一个小型的团队讨论和一些非正式的会谈。艾滋病对领导层的影响是如此令人不满，所以，

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个故事。 



“两个月前，我的弟弟过世了。在失业后，他带着妻子孩子回到家乡和我的母亲住在一起。

从那时起，我们不仅仅向往常那样每月给我母亲一些钱，而且也给我的弟弟和他的家庭一些

资助。医疗费用的负担很大，他过世后，又留下了大量的债务，他的妻儿也需要我们的照顾。” 

 

    当家庭成员过世时，领导者们都被期望着去承担丧葬费用。丧葬费用各式各样，比如棺

材费用，将遗体移送到安葬地点的费用，同时由于很少有人拥有汽车，向来悼念的人提供交

通工具也会产生费用，另外，还要向来哀悼的人提供食物。回到村落后，周围地区的居民会

聚集过来，期待在下葬期间（通常两天或三天）获得食物。一个年轻的领导人员告诉我们，

他的姐姐和哥哥刚刚过世，他们的葬礼上足足花了他两个月的薪水。另一位领导人员估计他

每个月在葬礼上的花费是惊人的，足有 650 美元之多！正如一位领导人员所说： 

 

“当我家里的某位成员过世时，我至少有责任要支付棺材的费用，并且支付来悼念的人回家

乡的交通费用。尽管就地安葬的费用较低，但是家乡的亲属们相信死者的灵魂应该被埋葬在

一起，必须将遗体埋葬在故乡的土壤里，另外，他们也担心，如果死者被埋葬在远离家乡的

地方会无人照看坟墓。” 

 

    很多的家庭要求尽可能购买最昂贵的棺材，在他们眼里，棺材体现了死者的身份。如果

死者生前依然工作着，其家庭成员有时候会要求死者的所有收入被用于棺材的购买（最近的

案例中棺材费用已与死者一年的收入相等）。这样，死者留给其配偶和孩子的就几乎什么都

没有了。配偶和孩子（有时候已变成了孤儿）通常就向领导人员们寻求经济上的资助。某人

评论到：“不久，他留下的孤儿经常来找我要食物和借钱……但是，我一直为我所有的兄弟

姊妹支付学费。”毫无疑问，在要支付日常生活费用的基础上，领导人员还要支付这样的费

用，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很沉重的经济负担。 

 

 

大家庭 
 

    当家庭成员生病和过世的时候，领导人员要承受更多的压力。这是文化带来的义务，而

不是自愿的选择。通常的情况下，领导者们需要供 10 到 20 名家庭成员上学读书，这样的现

象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普遍存在。正如某人所说：“如果我不送他们去学校，最终遭殃的

还是我自己的家庭，我必须培养他们让他们以后能自己照顾自己。”在很多案例中，孤儿会

被纳入到领导人员的家庭中—一个 25 岁的领导人员说，最开始家里只有一个 9 个月大的孩

子，当他的兄弟姊妹去世后，好像一夜之间发生的事，家里一下有了六个孩子。另一位领导

者倾诉道，现在，她已经放弃了要小孩的想法，因为她还要照顾她姐姐生病的小孩。父母的

去世可能会给孤儿留下心灵上的创伤，通常这也给孤儿的养父母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也引起

了领导者自己的小孩的紧张情绪，因为不可能将所有的孩子都送去上学或是给他们同样的机

会。 

 

 

时间 
 

    领导人员需要去看望那些患病的亲人和朋友，或者参加他们的葬礼。看望病人已经成为

了马拉维的领导人员的主要“闲暇活动”；类似的，他们还得将剩余时间花在对亲属的慰问

上——以上两种行为并不是有效的休息。当农村里的家庭成员病重时，他们通常会来到城里



的领导者家里，这是为了解释临终前的治疗。当有紧急情况和需要运送病人时，领导者都需

要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严重地影响了工作计划。 

 

    一旦有人去世，家庭里的领导者就需要去安排葬礼。他们要安排并承担遗体的收殓工作，

如果病人在城里去世，他们还要准备将遗体运回农村。同时，他们还要进行一些后勤准备工

作，比如准备食物，将来悼念的人送回农村。 

 

    领导者必须去参加家里去世的人在农村举行的葬礼，虽然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期望，但是，

每年大约都要用去一个月的工作时间： 

 

在最近的六个月时间里，我不得不回到我的家乡（大约要 12 小时的路程）参加了 4 次家人

的葬礼。这就意味着每次要花费 3 到 4 天时间，那么可能每年要花费 1 个月的时间来参加家

人的葬礼。这还没算上我在城里参加邻居、同事和朋友的葬礼所花费的时间。 

 

一位领导人员说，过去的三周他一直没有工作，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他哥哥姐姐葬礼

的组织筹备和出席上。另一位领导人员估计，过去的三个月内他已经参加了 8 次葬礼。为了

能保证完成其工作，领导人员不得不利用周末加班加点。这会引起严重的身体疲劳。 

 

 

身体疲劳 
 

    在逝者入土以前，悼念的人需要整夜地陪伴死者的亲人，有时需要三个晚上的时间，甚

至在死者只是邻居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等待遥远的亲戚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样的情况。尽管

这不一定会占用工作时间，但是，正如某人所说： 

 

在葬礼呆了一整夜后，你不会在第二天里正常地工作. 

 

如果葬礼在城外举行，领导者为了节约时间会通宵驾车前往葬礼举行地点。以马拉维的

路况和车况来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观察到他的病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

因为在参加葬礼或从葬礼返回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精神疲劳 
 

    疲劳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欠租，房主

把他及其妻儿赶了出来。我们怀疑他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你可以发现一些艾滋病的病

状特征，而且，他已经接受过两次结核病治疗。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患病，他还得承受抚养子

女带来的巨大压力。但是，他不可能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回了家。可是，我

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吗？ 

 

    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当如此多的家人和朋友都已患病，在死亡边缘挣扎时，对痛苦的

程度进行衡量是几乎不可能的。在欧洲或是北美地区，家人的死亡是很少有的，但是，在马



拉维这样的国家，如此严重的创伤却是“正常的”、残酷的。伴之以巨大的痛苦，因为不能

为亲人或朋友多做一些事或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所带来的内疚感使得领导者受到更多的精神

上的打击。 

 

    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最近已经参加了四位家人的葬礼的领导者，拒绝了在家乡举行的

另外七场葬礼。这样的行为通常会让领导者受到家人和文化的排斥。他说： 

 

 如果你不去参加葬礼，他们会认为你很坏。他们甚至会认为你是向死者施魔法的女巫。他

们会说：“他已经变成一个白种人了。他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这会让你自己非常内

疚。你会被你的亲戚们孤立起来，被当作社会上的另类人群。 

 

    另外一位领导人员提到： 

 

 当我的叔叔去世时，我把他葬在了去世前他以及我母亲和我们已经商量好的地方。我负担

不起将他送回家乡下葬的费用。但是，其他的家人却指责我将叔叔葬在了异乡，并要我为此

忏悔。 

 

 

总结 

 

    艾滋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但是，国际援助体系和当地的民族文化却没有相应地

进行调整。尽管本着利他主义、理解和关怀的信念，实际上，国际援助体系并没有按照这样

的信念去执行。对日益稀少的资源的过度竞争，使得现在援助过分地强调了见效快、明显的

结果。国际援助体系并没有根据艾滋病的现实状况作出相应调整，而是在这样的追求结果的

短期口号影响下向相反方向发展.。 

 

    民族文化也很难改变，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那些传统权威们，作为文化的主要卫道士，

当这样的改变发生时，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 

 

    因此，面对新的艾滋病的挑战，领导人员被这两个世界的竞争性需求弄得心烦意乱。为

了让两种文化都满意，多数领导人员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十分紧张和过分疲劳。一些人已经接

近于崩溃。疲惫感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作为领导人员的表现。他们很少有时间和耐心去咨

询、管理和激励他们的员工。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的挫折而作出草率的、独断的决定，

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再做决定。悲痛感会让他们感到绝望，那样，领导人员就不能去激励员

工。这样的情形还会使一些领导人放弃希望，只是简单地履行领导责任。 

 

    结果，对马拉维最有能力的领导人员来说，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选择就是找一份国际的工

作。这不仅让他们摆脱了由于必须对每天的新需求带来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巨大压力，而且，

额外的薪水也对他们充满着吸引力。虽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选择，但这也正是艾滋病造成的

人才的外流。 

 

 
在变化的时代挑战文化？ 



 

    虽然马拉维的公民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人员对国际援助体系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但是，

在保持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前提下，他们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文化。领导者们需要调整自己

的文化来适应这个深受艾滋病影响的世界。如果他们不能促成这样的改变，最终遭殃的还是

他们自己。 

 

    然而，某人提到： 

 

    如果不成为另类人群,我们怎么才能向这些问题挑战.？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任何文化部都恐惧变化。在马拉维，一些领导人员已经开始

确认他们的文化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一些解决方法可能是短期的、容易实现的，同时，

也有一些解决方法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同时，还有必要确认哪些可以为文化上能够接受的

方式所改变。例如，在马拉维，如果一个亲戚在农村去世后，如果你以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工

作会议为由而不前往悼念，通常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是，缺少路费这个理由就更能被接受（特

别是当你能够给予葬礼一定资金资助时）。 

 

    在危机发生前讨论这样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作出决定时，才能不被极端感情冲

昏头脑。事先与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一起讨论葬礼可能怎么办等问题是很有用的。在这种方

式下，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能一起保证文化改变的实现。一起挑担子时负担就会轻一些。 

     

马拉维的领导人员给出了下列建议： 

 

• ·减少葬礼持续时间. 通过减少葬礼持续时间可以让人们在葬礼结束后快速

离去，而且在随后的时间内也不必为来悼念的人准备食物。 
• ·直接下葬. 领导人员建议，较早的下葬可以节约时间和费用，而不要等待所

有的家人都聚齐了再下葬。 
• ·就近下葬. 与其将遗体运回家乡下葬，不如将遗体在死亡地点附近就近下葬

更现实。 
• ·在周末举行葬礼. 在其他国家，比如博茨瓦纳、乌干达、南非，艾滋病的泛

滥已经导致了葬礼多被安排在周末举行以避免影响正常工作。 
• ·选择性参加葬礼. 在一些家庭，是可以轮流参加家庭成员的葬礼的，这样，

责任就被分散了。 
• ·鼓励送礼，而不出席葬礼. 对葬礼进行一定资金资助，而不是亲自去参加葬

礼 
• ·在病人去世前将其送回农村. 这样可以把责任转移给父母和当地社区 
• ·培养人们接受标准的棺材. 而不是把钱浪费在那些奢华的棺材上 
 

文化的改变是基础,但是许多人都体会到这个过程是充满着痛苦和矛盾的.一位领导说: 

 

 我们与社区领导人员进行了一次会谈，会上，所有人都同意较少葬礼花费的时间。从下一

个葬礼开始，每个葬礼必须在一天内结束，我们会在晚上离开。但是，在一个幼童的葬礼上，

我们却一直站在那里，感受着那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巨大悲痛，她嚎啕大哭着，因为她认为

自己的孩子没能获得一个体面的葬礼。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人员需要得到组织机构的协助。组织可以通过调整组织政策

来加强上述建议提到的改变，为员工制定一个健康的职责界限. 组织在这方面也能够获得捐

赠机构的协助，捐赠机构可以将这些问题作为对话的主题，甚至作为赞助的条件。 

 

 

对捐赠机构的疑问 
 

    作为捐赠机构，我们通常没有考虑过我们“伙伴”正在经历些什么。想象一下以下的情

景： 

 

• ·在家里，有十个孩子，其中七个并不是你亲生的，而不是那种没有小孩或两

三个小孩的情况。这会如何改变你的家庭状态呢? 
• ·你月薪的 25%到 40%都花在了对病人的资助和亲属的葬礼上，同时，还得承

担 10 个孩子的学费——这会如何影响你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呢？ 
• ·你的亲哥哥或亲姐姐去年去世了——你的两位表兄弟姐妹也去世了——你

在中学或大学的三位好友也去世了。你的感受会如何？这又会怎样改变你对

生活的看法？ 
• ·每年你需要在葬礼上花费 15 个工作日。这会如何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呢? 
 

    作为捐赠机构，我们还能像以往那样，合理地对我们的伙伴提出更多要求（特别是对其

领导人员）吗？当伙伴的报告延迟时，当其表现与我们的希望不符时，我们可以超越这些合

乎逻辑的不满并试着理解他们的现实吗？ 

 

    当然，我们处在捐赠人的要求和合作伙伴的痛苦的夹缝里。我们至少需要与捐赠人一起

探讨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下什么才是合理的期望。例如，捐赠者至少需要： 

 

• ·更现实地看待指标和目标 
• ·允许合作伙伴一定的行政费用超支（比如医疗费用、丧葬费用、人力策划和

招聘） 
• ·减少对合作伙伴的官僚式的要求 

• ·减轻并简化报告任务，比如与其他捐赠者一起使用相同的报告格式，将报告

的频率控制在适当范围 
• ·为了更好地理解合作伙伴及其领导人员面对的现实状况，加大对加强关系和

听取实际情况的投入 
 

 

对能力建设提供方的挑战 
 

    本篇Praxis Note揭示了艾滋病给公民社会组织领导人员带来的非常严重但又是无形的

成本。为了适应这样的环境，能力建设提供方需要寻找到一些方法来协助领导者们在个人方

面和公司方面事先注意到这些问题。这可能意味着能力建设者需要改进其技能并增加对领导

人员进行一对一咨询的时间，还要从其整个生活（包括领导者的大家庭）来看待领导者们。 

 



    能力建设提供方还要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将不同的领导者聚在一起，讨论他们面临的问

题，艾滋病是如何影响着个人的，同时，作为一个团队又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最后，能力建设提供方还应将这方面的问题提交捐赠机构注意——鼓励他们以慎重的、

战略的方式作出反应。同时，我们应确保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公民社会的领导阶层这个最

宝贵的发展资源不被艾滋病恶魔完全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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