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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圆满召开两届理事会 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由

王建煊先生在2007年创办的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
会，经历了5年风风雨雨的辛勤耕耘，本会在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齐心推动与支持下，不断拓展爱心慈善事业的新
领域。2012年6月2日，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第一届第
九次理事会议在本会所在地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圆满召
开。
一届九次理事会议，是本基金会第一届理事的最后一次
会议。会议报告了本会的自2011年11月以来的会务，2011年
全年的财务及2012年的预算状况，报告了2011年度“捡回珍
珠计划”、“爱心小学”、“爱心图书室”、“一个孩子一个蛋”、“川震赈灾”、“专项奖助学金”等各项目
执行情况。
会议依据基金会章程，选聘了秦荣华先生、郑瑛彬先生、刘黎理女士、陈文茜女士、苏法昭女士、吴云昉先
生、林素静女士、茅钟琪女士、张君达先生、周康美女士、姚霁光先生、莫惟洵女士、袁 立先生、阎明复先
生、蔡清江先生为理事。聘黄长发先生为监事。并且，依照基金会章程三章10条规定，进行了基金会理事长、副
理事长、秘书长的选举，选举产生了基金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成员：

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袁

立

先生

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

张君达

先生

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姚霁光 先生

随着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与基金会领导班子成员
的产生，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第二届第一次理
事会议，也在当天下午召开，会议就基金会未来走
向，新项目的开辟等，如本会的“捡回珍珠计划”已
有高中、大学段，两个部分，如何将“珍珠班”精神
与理念延伸至初中、小学，不断推广品格教育的理念
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会议同时就基金会开源
节流及人才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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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珍珠情

谆谆父母心
——近期部分珍珠大学生联谊会简讯

 3月24日北京大学生聚会

 4月8日我们从西安赶到呼和浩特，中午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的一楼报告厅

报告厅举行，我们有幸请

与在内蒙读大学的30位珍珠大学生交

到了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

流。 内蒙古侨联的王瑞萍部长及内蒙古

事长田溯宁先生和创新工

农业大学统战部王部长也一同参加了珍

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珠大学生交流活动。

开复先生与珍珠生交流。

田先生与珍珠生分享

田先生为珍珠生们
讲述了自己的求学及工
作经历,告诉珍珠生们要
有激情,相信时代,相信知
识 的力量。告诉 珍珠们
人生的徘徊与挫折,都是
内蒙古大学生联谊会现场

正常的,要相信明天一定
会更好。

李先生讲述自己人生经历

李开复先生和学生一起分享他的人生经历，用六个

 4月14日与15日，我们分别在山东青岛

点、一条线做了概括。告诉珍珠生们在那些足以影响人生

的中国海洋大学，及山东济南山东大学

方向的抉择点上，遵循自己的心，不为别人所影响，也不

举办大学生联谊活动。

为过去的成就所羁绊，总有一天，世界将因你而不同！

40多位来自甘肃、新疆、陕西、广

 3月25日在上海珍珠大学生

西、河北、湖北、内蒙、河南、黑龙江

聚会上，来自中欧国际工

的 珍珠 生相 聚一 堂。麦斯 集团 的蒋 先

商学院的忻榕教授以及中

生，山东银丰家纺的孙副总，宝岛眼镜

欧的校友和珍珠生们交

青岛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王小姐，宝岛眼

流。

镜济南事业部孙经理等嘉宾参与了联谊

忻 教 授 是国 际知名 管

会，与珍珠生就大学生活，将来的就业

理学家，现在中欧国际工
商学 院担任米 其林领导艺

等众多话题作了分享与交流。
忻教授解答学生的问题

术和人力资源管理捐赠教
席教授。忻榕教授在讲座
中细致的为孩子们答疑解
惑。
10位中欧校友也来到现
场与珍珠生热情的交流、
谈心。

中欧校友与学生交流

山东大学生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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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保公益大使爱心甘肃行
5 月14日至18日，张君达副理事长陪
同由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会
会长梁天龙先生率领的世界华人保险大

与学生一起座谈，中午与在
学校食堂与学生一起用餐，
跟孩子们亲切交谈。

会的公益大使们，一起走访了甘肃庆阳
一中、宁县一中、天水一中、成县一
中，并且去了部分珍珠生家里做家访，
同行的公益大使们被珍珠生在困境中依
然坚持求学的精神深深感动。
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会今年
珍珠生李同学，母亲聋哑，
父亲严重弱视，家中只靠种
几亩薄田为生，孩子成绩优
异，家中全是奖状。

在甘肃的陇南、天水、成县等地又认领
了新的珍珠班。

台 2012
湾
卫
理
女
中
团
来
访
交
流

年5月29日，由台湾卫理女中24位高中预备班
学生组成的来访团，在卫理女中王庆菊、赖淑

慈老师的带队下，来到基金会所在地平湖新华爱心高级中
学,开展结对交流活动。
来访团参观了整洁素雅的爱高校园，参观了王建煊伉
俪世界旅行纪念品展，小展览大视野，孩子们被许多展品
背后生动的故事所吸引。来访团特别到访了基金会办公
室，基金会姚秘书长、刘副秘书长向来访的学生们详细介
绍了基金会的理念、工作内容等，孩子们惊叹通过实地的
参考，对王建煊夫妇所推展的爱心慈善事业有了更深的感
动。
24位卫理女中的孩子们也通过与爱高学生高一学生结
对方式，走进了丰富多彩爱高高一课堂，体验大陆高中课
堂氛围、学习方式、课堂文化等。在两岸学生的交流座谈
中，大家交换了联系方式，交流了各自学习情况，畅谈祖

国大陆与台湾的人文风景和历史文化，其乐融融，气氛活跃。29日晚
结对的爱高学生还将比自己小一两岁的妹妹，分别带回家，与自己的
父母亲人们一起陪伴她们在平湖度过了美好的夜晚，让来访的宾客更
深的了解到平湖特有的风土人情。
30日清晨，在江南蒙蒙春雨里，两岸学生依依惜别，相约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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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季 度 执 行
今

项 目

简 报

年珍珠班的工作在春节后就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1月份本会先征询各合作学校在2012年度需求的珍珠
生人数，根据学校提供的这份需求，本会进行了多方的宣传与募款。3月份各校提交了新年度珍珠班申请

书，本会随即在4-5月进行了多方的审核，并根据学校需求的人数，结合今年的募款经费及捐助人意愿，做了细
致分配，最终在5月已确定合作的新班级为116班，2012年度招生人数为6275人。目前，本会正在与学校、监督
方签订珍珠班协议书，协议书的签订也标志着本年度珍珠班前期工

捡回珍珠计划

作的基本完成。为了使珍珠班在招生管理、生活补助款的发放及品
德教育方面达到“珍珠”的品质，本会将在7月10—14日为9月份
带班的班主任及部分校领导举办《第五届全国珍珠班校领导暨班
主任培训班》，本会还特别邀请台湾著名体验教育的导师廖炳煌
先生为学员带来精彩的课程，相信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和实践，
2012年的珍珠班会办得更好，更辉煌！

年4月—6月，基金会共有5所爱心小学

今 签署了协议书，其中有2所学校已经开

爱心小学

工建设，其他3所学校也分别在今年7、8、9三
个月均能开工建设。基金会在每校投入20—30万元不等，配合地方政府
补助款共同兴建。学校分别在山东枣庄、湖北宜昌、湖南岳阳、福建长
汀、江西吉安等地。

年4月—6月，本会有3所爱心图书室已

今 完成，分别在陕西商南县、甘肃白银 爱心图书室
区、贵州贵定县。
还有4所爱心图书室正在进行中，预计在7月初均可完成。
每所爱心图书室款项均为3万元人民币。

赈灾项目

年第二季度川震项目执行超过40万元，主

今 要执行项目是高中寒梅班、灾区福利院、

失亲和贫困儿童。川震项目包括爱心小学、爱心图书室、寒梅班、贫童
资助、清寒优秀大学生奖学金、珍珠班、福利院。2012年底除失亲和贫
困儿童，其他项目将全部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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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赠收入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合计

珍珠计划高中

1,533,184.00 1,357,842.77 4,577,631.39 7,468,658.16

珍珠计划大学

5,000.00

1,505,000.00 10,000.00

1,520,000.00

一个孩子一个蛋 720.00

3,720.00

284,298.20

288,738.20

爱心小学

297,988.65

520,241.00

818,229.65

奖助学金

3,000.00

13,000.00

16,000.00

96,215.46

96,215.46

979,815.00

979,815.00

16,224.21

79,103.32

四川振灾
爱心图书室
校主任培训
爱高
其他捐赠收入

21,517.58

41,361.53

小计

1,560,421.58 3,208,912.95 6,497,425.26 11,266,759.79

二、其他收入
8,135.38

8,135.38

11,284.00

23,500.00

34,784.00

利息收入
房租收入
投资收益

294,299.40

79,772.11

10,570.96

384,642.47

小计

294,299.40

91,056.11

42,206.34

427,561.85

合计

1,854,720.98 3,299,969.06 6,539,631.60 11,694,321.64

本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捐款主要
来自台湾、北美以及在大陆的台商，
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及爱心人
士加入，让本会真正成为全球华人献
爱心的平台。
我们珍惜每一笔善款，秉持“专款
专用”
专用”,,“不提取行政费”
“不提取行政费”,,“财务透
明”的原则善用每一分捐款。我们也
非常重视各项目执行的品质管控，从
寻找受助项目或对象，到资金投入或
发放，都有一定的行政与执行程序，
并派员亲至现场，或关心受助者或审
查执行，都力求准确到位，群策群力
以不辜负捐款者对本基金会的信任。

一、捐赠支出

1月份

2月份

珍珠计划高中

1,125.00

14,260,000.00 2,099,772.10 16,360,897.10

珍珠计划大学

70,000.00

63,000.00

一个孩子一个蛋
爱心小学

200,000.00

奖助学金

105,000.00

四川振灾
爱小图书室

151,053.80

校主任培训

5,082.00

103,961.30

3月份

合计

5,000.00

138,000.00

250,740.00

250,740.00

400,000.00

600,000.00
105,000.00

243,000.00

243,000.00

29,941.10

284,956.20
5,082.00

女童班

46,000.00

46,000.00

其他捐赠支出
227,260.80

14,731,961.30 3,074,453.20 18,033,675.30

工资及奖金

54,951.00

30,050.00

津贴

80,250.00

差旅费

8,582.00

6,745.00

3,122.00

18,449.00

办公费

475.00

14,800.00

9,602.60

24,877.60

邮电费

10,339.70

4,843.75

3,516.63

18,700.08

水电费

309.53

29.35

720.00

1,058.88

招待费

868.00

178.00

15.20

1,061.20

物业管理费

10,679.00

2,000.00

12,679.00

福利费

3,757.27

3,000.00

6,757.27

社会保障费

2,740.80

2,971.20

2,971.20

8,683.20

劳务费

19,016.24

19,016.20

20,806.24

58,838.68

维修费

220.00

60.00

895.72

1,175.72

32,923.55

32,923.55

小计

192,188.54

78,693.50

120,218.14

391,100.18

合计

419,449.34

14,810,654.80 3,194,671.34 18,424,775.48

小计
二、管理费用

40,645.00

125,646.00
80,250.00

租金费用

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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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尽社会责任
做个优秀公民
——英华达关心弱势，回馈社会，足堪企业表帅

2010

◎文/英华达

年10月下旬，准北地区（安徽西北部）已入秋凉时节。 阜阳珍珠班的孩子们
各个内心清楚，此时此刻认真读书，乃是脱贫唯一途径；十二位同学挤在三
坪不到「空间」一起晚自习，他（她）们相当满足这般环境，相对于穷乡僻

壤老家，此地生活起居好太多了。（摘自李家恩《施比受更有福》一文）

回馈社会，推动公益
英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华达」）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于社会」的理念，积极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英华达的社会参与，主要分为「教育推广」和「小区关怀」两大主轴，并延伸推展出许多活动，由张景嵩
董事长、李家恩总经理带领，全体同仁一起来具体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教育是最重要的公益事业！
就在这样的理念下，英华达响应了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捡回珍珠」计划，资助学费，帮助中国境内很
多因为家贫而难以升学的优秀顶尖中小学生，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能够继续读书，培育这些优秀的孩子成为世界
未来的栋梁，发挥才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且脱离贫困，有能力再去帮助更多的人。

捡回珍珠，捡回人才
目前英华达资助的300位珍珠生，150位顺利升上高二，150位升上高一，分别就读于江西白鹭洲中学、安徽
阜阳三中、陕西渭南中学、陕西浦城中学四所中学。期许不久的将来，这些学生凭借其优秀的资质能够顺利完成
学业，成为社会有用的人。同时期许能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企业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

公司简介
英华达由生产个人数字助理器(PDA)与科学绘图计算器代工生产起家，在2000年5月12日经核准设立，逐
渐整合成以智能型手持式产品(Smart Handhelds)与网络应用产品(Network Appliances)为产品核心，并于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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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顾客为导向的流程式组织。
▲ 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的绩效管理。
▲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结语
企业经营如同攀爬三座山，第一座
是企业利润，第二座是社会责任，第三座是
优秀公民。「企业与社会永续发展，个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向来都是英华达的使命。张
年10月25日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9

景嵩董事长曾说过：「每一个『社会责任』

年运用两大领域的强大实力，跨入电子阅读器

的议题，就是学习『简单』的契机。」英华

(eReader / eBook)、智能型本(Smart

达自我期许，戮力完成企业使命，永续经

Book)的开发。

营，关心弱势，回馈社会。

布局全球，大步向前！

（感谢英华达公司提供图文。）

英华达的营销与服务网络，遍及大中华地
区、美国、日本、印度以及德国，全球员工约
13,000人，公司主要业务包含三大领域：设计
服务、代工生产以及自有品牌OKWAP，提供
最佳的产品与服务给所有的伙伴与客户。

诚信共享，积极创新
全心投入，服务顾客
本着「创造绩效、造福人群」的理念，并
建立「成为全球智能型手持式产品与网络终端
的最佳伙伴」为其愿景，并依此展开英华达的
经营策略：

▲ 设计服务、设计代工与品牌营销的三经营
模式。
▲ 以顾客为导向的流程式组织。
▲ 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的绩效管理。
▲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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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我们

一起

改变 世界
◎文/申开亮

新 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先生及女士们：
你们好！
我是受贵会爱心人士捐款所资助的2011届高

五岁就外出打工，并且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连完整的初
中都不能上完。孩子们的未来，就这样被永远压在大山
里，就像一个个天使被恶魔奴役着一般，最后天使也会
变成恶魔。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穷山恶水出刁民。

考生申开亮，家住贵州省毕节市一山村。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家长不重视教育，最
首先，我得向你们表达我无限的感激。三年

基本的现代化教育得不到普及，孩子们得不到正确的引

前，我初中毕业。那时的我，年幼无知，没有信

导，只会越偏越远，最后荒废人生。我有雄心改变世

仰，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却误打误撞，中考是

界，更有信心改变孩子们的命运，但是目前我能力有

分数高了点，又幸运的得到你们的资助，到了贵

限，需要你们的帮助，帮助他们打开大山的门，让现代

阳市第六中学读高中，这是个条件更好的城市。

化教育深入农村。

从此，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有了很多感悟，我的
人生因各位而更加美丽了。
我个人特别崇拜苹果公司的CEO史蒂夫乔布
斯，他制造了苹果电脑，苹果手机，再后来的平
板电脑。他曾经说过，要“为改变世界而活
着”。是的，他做到了，他的产品让人们的办
公，娱乐，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他屡次掀起了

我知道，全中国象他们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我相信以后还有更多的孩子走
出大山，走向世界。
每一个孩子都是可塑之材，我相信，通过努力，一
切都是可以改变的。或许，这也正是我改变世界的一种
方式。

电子科学界的浪潮。
“为改变世界而活着”，这句话深深地激励

编者注：本文作者申开亮同学，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着我，给我插上梦想的翅膀。我开始过着有理想
的生活，人生不再那么毫无意义，而是为了一个
伟大的梦想不懈追求。这样我也意识到远大的理
想对人生意义是多么重要。
但是，我每次回到家乡，都感到很是悲凉，
我始终不会忘记几年前那个蒙昧无知，没有理
想，没有追求，没有信仰的自己，简直活的迷迷
糊糊，想起来是多么可怕，那是一个恶梦，现在
我虽然醒了，但是家乡的那些孩子却还生活在恶
梦中，这使我担忧。更让我担忧的是，孩子们的
父母思想意识落后，不重视教育，很多孩子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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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欧工商管理学院
叔叔阿姨的一封信
爱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叔叔阿姨们::
敬 爱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好
你们好!!

时光荏苒
时光荏苒,,高一上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高一上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一学
期的高中生活中
期的高中生活中,,我们这些小珍珠历经悲欢离合
我们这些小珍珠历经悲欢离合,,心
理历程也变得丰富多彩
理历程也变得丰富多彩,,在这个珍珠大家庭中
在这个珍珠大家庭中,,我们
懂得了团结
懂得了团结,,懂得了友情的珍贵
懂得了友情的珍贵,,也懂得了坚强
也懂得了坚强……
……
还记得
还记得,,我们进入六中难忘的军训，对于我们
而言，这样的训练不算辛苦，我们在家里劳动比
这个累多了，能和这么多同学在一起真快乐，军
训让我们懂得了纪律的重要性，增加了我们的集
体荣誉感。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任实习老师，她
（他）们开朗、自信，将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呈
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又更浓
了，这些日子真的很快乐，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
在不经意的瞬间一闪而过，让我们抓不住它的身
影，离别前我们在足球场上开了一节室外班会
课，大家玩着游戏，班主任把我们一张张快乐而
真实的笑脸定格在了相机里。
11
11月张爷爷和中欧国际叔叔阿姨们你们来看
月张爷爷和中欧国际叔叔阿姨们你们来看
我们，我们有点羞涩，但我们感到很温暖，那天
天气出奇的好，阳光很明媚，只是你们停留的时
间太短了。

真心的感谢你们，让我们能继续读书，让我们沐
浴在知识的阳光下，长大后我们也要成为有能
力，有爱心的人，谢谢你们给我们无言的上了一
堂生动的课。
元旦，我们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一起期待
新的一年，但是这是很特别的元旦，在我们离开
家的第一个元旦，是整个珍珠人大家庭一起过
的，那天晚上我们唱歌，唱的是梦想，歌的是希
望，那一刻心暖暖的，甜甜的。
这学期开学，班上少了一位同学
这学期开学，班上少了一位同学——
——刘仕
——刘仕
贤，他家在贵州毕节大河乡。尽管他弟弟刘仕宏
和他都在我们珍珠班，但他家兄妹太多，家里还
有3个弟妹，而且他妈妈生重病，爸爸一人打工，
家里经济实在困难。所以，下半学期开学他把读
书的机会给了弟弟（刘仕宏），自己去浙江打工
了，也和我们不辞而别。班主任尚老师知道这事
后，赶紧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他，又和他父母做
工作，终于把他劝了回来。我们学校又给了他生
活补助，他能回到我们中间，我们真的很高兴！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同人生阶段就像到达
不同的车站，每个站总会有许多的人上上下下，
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回忆。
祝：我们最敬最爱的叔叔阿姨们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永远幸福快乐！
贵阳六中中欧珍珠班全体同学
2012
2012年
年3月26
26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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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
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川滇交界处，幅员面积6万余平方
公里，总人口473.04万人，境内有
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
世居民族。

走进大凉山
——2012年3月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访视行记

第一站：凉山州布拖县瓦五村日哈觉社小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尼地乡瓦五村海拔
3300米，这儿不通电，我们的越野车在陡峭狭窄碎石路
上颠簸前行，最后路窄到车无法通行，只能下车步行。
村里唯一的小学，
只是一间土房，没有
门。土墙上用粉笔写着
校名“日哈觉社小”。
若不是从里面传出孩子
们的读书声，我还以为
这是一间废弃的牛棚。

█ 远望在山顶的瓦五村

█ 日哈觉社小全貌
外面阳光很灿烂，可
是教室中却很暗。几块
木板钉在窗上，挡不了
风遮不住雨，却挡住了
外面的阳光。13名学生
就在这样的教室中学
习。

█ 最朴素的校牌
█ 教室

█

找
春
天

█

孩子们乌黑的双手压在洁
白的课本上认真读着。我看到
孩子们在读的课文是《找春
天》，可孩子们找得到属于他
们的春天吗？

最
温
暖
的
时
光

█

我们把带来的水煮鸡蛋发
给了孩子们，一个水煮蛋，
对孩子们来说就是来自天堂
的味道。

█

阳光、土墙、黑乎乎的教
室、刺骨的寒风、单薄的衣
着。在课间，孩子们走出黑
暗的教室，在阳光下站成一
排晒太阳的时候，是他们一
天中最温暖的时光。

眼
神

水
煮
蛋
的
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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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 四川凉山州布拖县彝族村子家访
布拖县在四川省大凉山中，海拨较高，土地贫嵴。当地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大山中的女孩几乎没有机会去学
校读书。我去过的一个小学，到了六年级只余下两名女生还在学校读书。

村中没有别的娱乐，农闲时，
大家就坐在路边晒太阳聊天。

走进吉火木日的家，几乎无法
说这是一个家。外面阳光明媚，
可是室内却昏暗得几乎难以看清
楚。

木日的父亲一直说着什么，
老师给我们翻译后，我们才知
道，木日的哥哥死了，妈妈也
不在了，现在家中只有他与父
亲两人相依为命。

没有书桌、没有台灯、一块
木板支在门前就是木日写作业
的地方。

两个女孩扛着锄头刚从田中回
来，一同家访的老师告诉我，这
两个孩子本来应当读六年级了，
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读书，只能回
家种地。

当我走进这户人家时，60多岁
的奶奶正在切猪草，奶奶不断重
复述说着自己与孙女两人的生
活。当我沿着陡峭的木梯爬上近
两米高的小阁楼时，我看到了一
个长度不到一米六、宽不足一米
的铺着破旧薄被的地方，(转下)

第三站： 四川凉山州布拖县补尔乡中心校

布拖县补尔乡中心校的老校
舍，现在是学校的学生宿舍，这
里住着该校一、二两个年级的福
慧孤儿班的85名孩子。

在二年级福慧孤儿班的教室
中，孩子们《感恩的心》，男孩
子们都是光头，因假期孩子们放
假住在亲戚家，因为卫生条件很
差，很多都长了虱子，因此回校
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男孩子剃头，
女孩子洗发。

老师告诉我这就是孩子与奶奶晚
上睡觉的地方。看着没有任何遮
挡的这张“床”，我无法想像祖
孙二人如何倦缩在这里度过大山
中寒冷的冬天。

这是孤儿班的学生宿舍，我在学校呆了六个小时，看着孩子们吃完饭回来把自己的碗匙摆整齐，东西收拾好，看
得出来生活老师为这些孩子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孩子们一周可以吃三次肉，一天吃早晚两餐。打饭菜时孩子们有序排
队。孩子们的汉语还不是很好，必须有彝族志愿者帮助翻译才能很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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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州爱心物资发放
2012年3月我们走访考察了四川凉山州多处中小学，回到上海后针对当地孩子缺少冬衣的状况设立上海爱心
物资收集站，并借助微博发起了募捐活动，这次活动得到了社会众多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5月初，我们
再次走进山区，与彝族爱心社的志愿者将爱心衣物以及书包文具等送到孩子们手中！
5月7日我们在补尔乡中心校和昭觉县尼地乡瓦五村日哈觉社小发放爱心物资：5月8-9日，我们又在布拖县石
咀小学、昭觉县库伦乡依子村小学，觉撒乡中心校、昭觉日哈中心校以及昭觉解放沟中心校等学校发放爱心物
资，并再次探访了我会在石咀小学所资助的女童班。因在布拖石咀小学的二年级我们设立了女童班，46名女童在
学校住宿，有生活老师照顾她们的生活。我们为孩子们提供新衣服、新鞋，宿舍新棉被、枕头以及洗漱用品等。

女童班的面貌焕然一新。

孩子们的寝室布置的漂
漂亮亮，整整齐齐。

洗刷的脸盆、毛巾、牙
发放完衣物与石咀小学孩子们 具，都放的别具心裁。
在操场合影。

颠簸不堪的进山路,坑坑
领完衣物,跟志愿者阿姨,
洼洼,除了泥土就是石
学唱一曲“感恩的心”手
在觉撒乡中心校孩子们有秩序
分发完后与孩子们合影，希望
块。
语歌。
地排队领取 。
孩子们的冬天不再寒冷。

志愿者帮孩子试衣物,
这个可爱的孩子羞涩
日哈觉社小学13名孩子领到了
地笑了。
文具,围巾,帽子,手套,厚袜子。

5月的日哈觉社小学，相同的的
场景，相同的人，不同的面貌。

库伦乡依子村小的男孩
去库依乡依子村小学需
领到衣服,开心地笑着。
步行，志愿者把一袋袋
三天的时间,我们把爱心物资各
的衣物背去该校。
自发到了需要的孩子们手中。

这是3月在日哈觉拍的
照，与旁边这张相同的
场景，可以作个对比。

走进教室,走出大山,需要我们每
一个人持续的爱、努力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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