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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及祝福——會長的話 

     在美國經濟不振，失業率高攀不下的一年裡，愛基會像其他非牟利機構走過比較艱辛的一

年。但是許多關愛愛基會的朋友、贊助人一直不斷的給予支持和鼓勵。像雪中送炭，激勵每位理

事、志工不停的為我們的理想努力。 

     所幸浙江新華愛基會，多年的“平實簡約”的形象，“專款專用”的方針，以及珍珠生的優

異成績得到更多中國國內的認可（請看p.5, 2011級珍珠生）促使撿回珍珠計劃有可觀的成長。該

計劃自2003年實施以來，合作學校由最初的1校，發展到全國24個省、直轄市的102校，珍珠班班數

也由最初的1班，發展為（累計）347班。珍珠學生人數已從最初的21人發展到今年，累計人數超過

17000人。 

     在物價飛漲的中國國內，有更多的貧困的初中生，需要援助才能繼續受教育。今天我們拉拔

一個在生活壓力下載浮載沉的孩子，日後他/她會是社會的棟樑。一顆珍珠三年的扶助需要美元

$1,200。我們歡迎任何數目的捐款，積沙成塔。把每份捐款完全用在您指定的項目 （專款專

用），希望您到美國愛基會網站： www.renewalfoundation.org 瀏覽本會各類項目。 

http://www.renewal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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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級珍珠生 高考捷報 

 今夏共有2008級珍珠生2661名畢業參加高考，成績揭曉，總錄取率為100%。其中一本（重

點大學）上線1741人，錄取率65%。二本上線641人，二本（及一本）錄取率為90%。 

      北京大學10名，清華大學18名，浙江大學15名，復旦大學7名，南京大學10名 ，上海交通

大學12名，武漢大學54名，中國人大13名，華中科技大學49名 ，中山大學25名；全國排名前十大

及香港（中文大學1名，理工大學1名），共計213名。佔全部畢業珍珠生8%。 

     另外，今年也有280名寒梅生畢業參加高考，成績也相當令人欣慰。其中，56名考上一本及

重點大學，121名考入一、二本，包括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南京航空

航天大學、交通大學等。寒梅生是512汶川大地震後，接受愛心人士資助的貧困學生，他們能在遭

受巨變後，不氣餒不放棄，堅持學習，在競爭激烈的高考中，交出亮麗的成績，實屬難得。 

 2010年夏，一位美國愛基會義工在浙江平湖從舊檔案裡找出一些2007，2008 珍珠家訪的感

人故事。許多孩子在高考裡取得亮麗的結果，在他們人生奮鬥的路途上，更上層樓。 

 他們是贊助人的珍珠，是整年奔波各個珍珠班的張理事長的珍珠，更是新華愛基會默默苦幹

的幕後英雄們的珍珠。今天撿回珍珠計劃的茁壯發展，是每一個有愛心的人共同努力的結果。讓我

們分享他們的故事！讓我們告訴更多的人，一起來撿回更多的珍珠。 

少年淚！雷雷成長的寫照！ 

     初中時期，他有精神病的母親和重病的父親，日子浸泡

在淚水裡，後來父親去世，母親的命運被娘家人主宰。留下

他和姐姐投靠奶奶和貧困的叔叔家為生，他看不到前途。 

    安徽六安二中珍珠班的招生廣告，他看到一線希望。他

被珍珠班錄取了、他把錄取通知放在父親的骨灰盒下，安慰

父親在天之靈. 

     在愛基會的呵護下,高中三年不必為生活操心,一心在學

業上努力。高考放榜了,雷雷踏入安徽理工大學。 

一顆閃爍發光的珍珠 

     父親去世，母親腰椎病變不能工作，靠哥哥在外地

打工維持家計。家徙四壁的環境，梅梅和媽媽相依為

命。愛基會拾回了這顆珍珠,培育在寧夏銀川育才中學。 

她曾經榮得全國數學

競賽一等獎。化學競

賽區級二等獎。   

   新華愛基會張理

事長在2008中秋節去

育才中學訪問時，正

巧發現那天是梅梅的

十八歲生日。一個貧困回民家庭長大的梅梅，從來沒有什麼生

日慶祝。張理事長悄悄的請身邊助理買了一個生日蛋糕。愛基

會一行人與珍珠生一同在學生餐廳晚飯後，端出了一個插著蠟

燭的美麗大蛋糕。這對小梅是天大的驚喜。她笑了，她哭了。

在全體珍珠生和張理事長的祝福中，她在燭光裡許願。 

    2010年高考放榜，梅梅以優異成績進入清華大學。 
 

♥ ♥ ♥                 分享珍珠生的故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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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她天天笑容燦爛 

    個子不高，她有一張圓圓的臉，燦爛的笑容，這是

小娟。愛基會安徽負責人，黃慇賢、蔡清江夫婦家訪

時，了解到她家庭的困苦。父親以拾荒為生，母親多

病，沒有工作能力，有祖父母，還有一個弟弟。家裡到

處都堆著待處理的

廢品。 

 

兩個塑料凳子上面

架一塊木板，就是

小娟的書桌，桌子

上一本英文字典，也是父親拾荒的收穫。 

     愛基會撿回這顆珍珠。高中三年的成績出色，她一直是

安徽六安中學珍珠班裡的佼佼者，高考成績優異，她昂然進入

上海同濟大學。 

 東北大地上的兩個少年 

     虎頭虎腦的國強和清秀的延龍，是如此不像

似，兩人卻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遼寧本溪一中的

珍珠生。也都來自貧寒家庭。 

     國強母親有糖尿病，父親因車禍而腿部殘疾，

但是為了家計，仍要四處打零工。 

     延龍父親是下崗工人，母親就到外地打工維持

一家生活。 

     破舊的窗戶，剝落的天花板，兩個孩子的家，

在寒風凜冽的東北是格外的淒冷。 

國強考入南京農業大學，延龍進入不遠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他們一南一北，各自奔向不同的前程。 

溫柔裡的生命韌力 

     像許多窮苦的家庭，娟娟的母親忍受不了生活

的壓迫，離家走了。 

     留下娟娟陪伴傷殘的父親。父親是在外地打工

受傷，如今連自己生活都無法自理。靠一點微薄的

政府救濟金及親友的資助，父女相依為命。 

     甜美溫柔的娟娟，真看不出她生命中的坎坷。

她，也是愛基會撿來的一顆珍珠。 

     別的珍珠生無憂無慮住宿在學校，把一切時間

用在課業上。每天她卻要騎腳踏車近半小時上下

學，冬天只

好搭公交車，回家照料父親的三餐生活。他們住處是別人不

用的房間。在甘肅的白銀市，酷寒的冬天裡常常是沒有取暖

條件。 

    雖然不是班上成績優秀的，但是她沒有令人失望，高考

進入二本大學—蘭州商學院。靠著愛基會對進入大學特困珍

珠生的補助，加上暑假裡打工，做家教。娟娟就如此在甜甜

的微笑裡，展現生命的韌力，克服現實裡的挑戰，一步步走

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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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海山溝溝走向北京 

     個頭不高的立棟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父親早逝，母親改嫁。爺

爺的腿被墙砸折，常年吃药。家中八畝地貧瘠，产量低，，年老的爺爺

奶奶要靠鄰人幫助，種些

小麥，洋芋，油菜籽為

生。是村中低保户。 

      立棟在全國數學決

賽青海賽區榮得三等奖、

是校级“三好”学生。在

愛基會的呵護下，立棟青

海平安一中勤奮好學,高考

進入北京地質大學。 

     年邁的爺爺奶奶該是多麼高興呀！從青海的山溝

溝裡，他們的孫子走進北京高校。 

從大西北奔向青天碧海    

    宏武是甘肅武威一中張爺爺珍珠班的孩子。 

     父母都是農民，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原

本是美好的家庭，卻因為父親外出打工致殘，而生活

艱苦。好在宏武進了珍珠班，三年高中教育不需要家

裡操心。走進他家，艱辛的處境一目了然。閃爍的只

有牆上一張張宏武的優異獎狀。 

   常言道：貧困不改凌雲之志。宏武高考優異，他

將離開風沙遍地的大西北，奔向青天碧海的青島中國

石油大學。 

 貧困的珍珠生，考上大學，如何面對學費，生活費用呢？愛基會兩年來，也開始對進入大

學的珍珠提供補助。條件如下： 

     應屆畢業生參加高考，錄取在一本及二本大學。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具備良好品德，並獲原

就讀高中推薦。沒有其它獎助來源支持。也未接受任何公費生待遇者。 

 獎助學金一次性核給人民幣5千元。獎助名額依據基金會每年實際募得款項決定。2011年獎

助名額為年度珍珠畢業生總人數的50%。 

 

 愛基會鼓勵愛心人士為珍珠上大學贊助。百分之百專款專用。比照珍珠生高中段實施辦

法，愛心人士每捐贈人民幣5千元，結對一名大學珍珠生；捐贈人民幣25萬元，結對50名大學珍珠

生, 並可指定命名成立「xx大學段珍珠班」，50名受資助學生將分布在國內之一，二本大學。 

     原資助高中段珍珠生之愛心人士，如有意願繼續資助該學生進入大學，亦歡迎加入。若該生

已獲原就讀高中推薦，經基金會審核通過，成為【撿回珍珠計劃大學段獎助學金】獲選者，愛心人

士優先成為該生指定捐助人。 

 

     受資助學生個人簡歷及個人生活、學習狀況、表達受獎心得和感恩的心等相關資料，將於

2011年底前遵照捐助人意願，以郵寄或網絡方式專送。 

     愛基會鼓勵大學生申請教育貸款，勤工儉學等，一步步走向自立。基金會對珍珠的培育是很

細膩的。我們將在以後的會刊裡介紹。您也可以到新華網站(www.xhef.org) 或新華張理事長新浪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jdajh） 去進一步了解。 

愛基會資助珍珠生上大學 

http://www.xhef.org
http://blog.sina.com.cn/zjda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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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愛基會今年繼續贊助紐約勵馨婦幼關懷中心第二屆的小太陽夏令營。紐約勵馨於2004年成立，使命是

在華人移民社區中，關懷、救助受到性與暴力侵害的婦女及兒童的非營利機構。 

     為了讓低收入單親與受暴媽媽們可以安心工作，並讓她們的孩子有個「快樂學習、學習快樂」的暑假，紐

約勵馨匯聚社區愛心與資源，使三十位這些家庭的三歲半至十二歲兒童得以免費參與為期八週的夏令營。這

個夏令營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每週五天從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與社區內一所開辦暑期夏令營的教會

合作。第二個部份則是由紐約勵馨輔導員提供的自下午四點到六點兩小時的心靈輔導與品格教育課程。  

 

      愛基會馬宏晉會長及其他義工在一個炎夏的週四下午，參

觀夏令營。今年台灣來了五位大學生/研究生，她們各自具有在

諮商心理、社會、社會工作等專業的訓練，英語嫻熟。在台灣

青輔會及各自學校的支持下，來美國實習。有了這幾位生力

軍，今年夏令營增加有關華裔傳統文化及創意藝術創作活動

〈皮影戲與民俗舞蹈〉。今年還有26位華裔青少年高中生志工

參與。 

        馬會長看到去年參加夏令營的小孩，問道「記 得叔叔

嗎？」孩子說「不記得。」馬會長提醒「記得去年的大娃娃

嗎？」孩子們馬上眼睛亮了，笑顏頓開。去年第一屆小太陽夏

令營結業時，馬宏晉的95歲母親捐贈每個孩子一個特大的絨布

玩偶。馬會長傷感地回憶說「有的孩子從我手裡接過去，抱著

就聞，驚訝地呼叫『是新的！！』只有在二手玩具裡長大的孩

子才會用嗅覺去感觸新玩具的欣喜。」 

 

     吃完點心後，孩子分成三組。年紀小的十九人（三年級以下）在當日的藝術創意活動裡，學習台灣山地

舞。另外十個大一點的孩子學習製作、表演皮影戲。孩子們專心的製作一個個皮影紙偶，或演練劇情，或在

朗誦劇本準備錄音，環保的皮影舞台已完成，還有燈光、配樂等等要學習。短短的八節課（每週一次）學

習，就要拿出結果，在八月二十四日結業典禮表演。 

        馬會長說愛基會是以教育為主軸，一向「專款專用」，把捐贈款依捐贈人意願，用在台灣、大陸、美國

的基金會教育項目。但是愛基會一直在有限的自由運作款內，尋找合作對象，開發有意義的教育項目。連續

兩年的小太陽夏令營使愛基會深信能夠繼續和紐約勵馨合作。美國愛基會將向本會的捐贈者介紹這個項目，

美國愛基會贊助紐約勵馨小太陽兒童夏令營 

      

          隨著新學年的開始“撿回珍珠計劃”又再一

次登峰。今年共有6039名來自貧困家庭的優秀孩子

得到資助，成為珍珠生。這些新加入的珍珠生將分

配到全國96個重點高中的114個珍珠班裡，接受三

年就讀學校和新華愛基會在學習及品德方面的特別

培訓。 

 

     今年珍珠生的招生人數比去年成長14.4%，在國內社會大眾對慈善事業普遍存在不信任，及當

下經濟不是很景氣的情況下，今年的招生計劃仍能得到如此亮麗的成績，代表了基金會這幾年的努

力得到了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肯定。 

 

    隨著“撿回珍珠計劃”在國內八年多來的實施與發展，該計劃的善款來源由最初的99%來自台

灣和北美的華人，到今年已有40%來自大陸，國內越來越多的愛心人士參與這個行列。 

2011級珍珠生 

在夏令營開班的記者招待會上，馬會長（左四）

與母親及愛基會理事（Ginna Wu 左一，Eva Ma 

左五）及勵馨劉元芬主任（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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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妮姐姐加油！！ 

 

     充滿愛心的曾雅妮所資助的北川中學45名川震寒梅生今年畢業，高

考成绩是14名考上了國内一二本的大學。今年三月他們在教室黑板上，

畫出給雅妮姐姐的祝福（右圖）。 

     孩子的加油聲，一定傳

遞到雅妮的球場。她今年以22

歲之齡成為700萬（累計獎

金）俱樂部最年輕一員。10月23日，在LPGA台灣錦標

賽拿下冠軍，成功奪下本季第7冠，也讓台灣球迷如願將

冠軍留在家鄉。 

     雅妮出生臺灣桃園縣龜山鄉，現旅居美國。於

2011年2月贏得ANZ女子高爾夫球名人賽冠軍後，在女

性選手排名登上世界第一，成為史上第六位世界球后，

也是第一位登上主流運動世界排名第一的台灣運動員。 

劉若英：“幫助珍珠生走進教室、走出大山” 

     兩岸三地知名歌手、演員、作家—劉若英

（暱稱：奶茶）在今年三月初探訪了甘肅會寧三

中的珍珠班去實地了解新華愛基會的“撿回珍珠

計劃”，以便未來更好的協助募捐。 

     她還到部分學生家庭訪問。此行除了拍攝記

錄短片來介紹這個計劃，她也希望透過微博的直

播，讓更多粉絲能親身感受到當地的狀況，並且

與她共同參與到慈善行動中。 
 

     劉若英說：“這次探訪讓我看到希望，知識

改變命運。因為透過我們的捐助，能夠有更多孩子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劉若英微博直播故事節錄： 

  ♥ 在會寧有一個珍珠班的學生，她家有六個兄弟姐妹，父母以打零工為生，她是家裡的大姊，

所以每個月珍珠班提供的生活費，她會留給家裡生活用，

那她要怎麼生活呢？她從家裡帶12個饃到學校，整個月就

喝水配饃，就為了能唸書。這是珍珠生。 

   ♥ 我跟86歲的爺爺說：一起拍照吧！他對著相機

說：這是啥？他有五個孫女一個孫子。他最高興的事情就

是家裡的壁紙是用孫女的獎狀貼的。他說本來只想孫子 

股票捐贈 

將增值的股票捐贈非營利慈善機構，可免除股票增值稅

（capital gain tax）及個人所得稅（在個人豁免範圍內）

是很好的理財方式。本會在證劵公司設有股票戶頭，在收到

捐贈的股票時，立即售出並寄給捐贈人收據，以為報稅之

需。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問詢。 

美國愛基會：www.renewalfoundation.org 

New York Office 
35-10 Linden Place  

Flushing, NY 11354 

Tel: 917.981.1229 

Los Angeles Office 
1249 S. Diamond Bar Bl. #359   

Diamond Bar CA 91765 

Tel: 909.576.8512  

renewalfoundation@gmail.com 

新華愛基會：www.xhef.org 
台灣愛基會：www.renewal.org.tw 

可以上學，因為家

裡實在窮。因為珍

珠計劃孫女也可以

受教育，他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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