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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2012年7月10日，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第五届全国珍珠班校

领导暨班主任培训开幕式在基金会所在地，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世

仁图书国际厅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捡回珍珠计划”合作重

点高中的校领导及新一届珍珠班班主任共140多位爱心同路人一起参加

了此次培训活动。 

    新华爱基会负责人张君达副理事长在开幕式上特别致辞。张理事长

近六年来，心心念念牵挂着各地珍珠学子，风雨无阻始终奔波在全国各

地珍珠班之间，张理事长在致辞中感慨的指出：珍珠班的教育理念一定

要以品德为第一要素，并且要特别注重珍珠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学习次

之，成绩并不是衡量珍珠生的唯一标准。 

    全国珍珠班暨校领导培训，是自2008年王创办人尚在基金会任职时

首推的培训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该项活动已成为基金会捡回珍

珠计划项目执行过程中一项关键性的枢纽，让基金会与辛劳在珍珠班一

线的校领导及全程陪伴珍珠生成长的班主任们有了一个面对面沟通交流

工作的平台，更是各珍珠班合作学校之间深入交流珍珠班经营管理经验

的良机，深得各合作学校的喜爱。 

    本次培训课程的内容包括团队培训课程《体验式教育》，业务交流

课程《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携手共建珍珠班》、《合作学校动员

与筹办珍珠班》、《珍珠班资料建制》、《网络平台操作》、《珍珠班

经营管理》、《同谱信心爱心教育曲》等。 

第五届全国珍珠班 

校领导暨班主任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新华爱基会负责人张君达副理

事长在开幕式上讲话。 

基金会全体员工一起上台，带动

全体同唱一首歌，在“感恩的

心”、“有爱走遍天下”的歌声

里把开幕式活动推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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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2012年炎热却又美好的夏天，转眼迎来了本会第四届珍珠生夏令营活动。7

月23-29日 本届珍珠生夏令营志愿者（ 辅导员） 培训首先在在平湖本部开展，参

加成员来自北京、上海、洛杉矶、台湾及珍珠大学生共74人。 

7月30日，志愿者们兵分二路搭火车，奔赴甘肃酒泉中学及贵州六盘水三

中，展开8月1-8日 为期八天的珍珠生夏令营。  

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包括必修课、选修课、素质拓展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英

语口语活动，既能够保证切实帮助珍珠生打开视野，同时也通过多样的素质拓展

活动带给珍珠生不一样的夏令营。 

必修课涉及到学习方法、高考志愿填报、大学生活、勤工助学、励志演讲

等，既能够切实地帮助珍珠生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同时辅导员们也通过自己为

梦想奋斗旅程的亲身经历的分享激励珍珠生为梦想拼搏！  

环境大观园、《庄子》赏析、动漫教学、一卡通中的秘密、太阳系与生命形

成、西游记解密、积极心理学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不仅帮助珍珠生打开视野，而

且为珍珠生了解大学的不同专业打开了一个切入口。  

来自美国GCP的志愿者们每天都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英语口语活动，通

过Fun At The Beach, Sing English Songs, Jiuquan Olympic Games等丰富多彩的英语

活动鼓励珍珠生用英语交流，锻炼英语口语能力。   

 

精彩夏日  美好相聚   
——为期八天第四届暑期珍珠生夏令营活动在甘肃、贵州等地举行 

夏令营珍珠生感言： 
很珍惜我们一同走过的八天。八天里我们学到了

团队合作，学会了去为人处事，学会了相信自己的潜

力。是你们给了我信念，给予我鼓舞，启发我的思维。八天来我们所收获的比自己茫然度

过的十七年更多。你们使我知道：成功的法则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只有努力才能成

就天才。今天我们分别了，可我们的心却会永远凝聚在一起！感谢你们，五年之后，我也

会和你们一样，将爱心传播得更远。   
——宪荣珍珠班 刘佳 

 
在亲爱的辅导员们的陪伴下，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了这难忘的八天。这八天是如此的短

暂，转眼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许它只是昙花一现，在我们惊叹于它的美好时，留下

的，只有那些美好而值得珍藏的回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欢愉

之后，各自奔前程的身影便会渐行渐远，一切都显得伤感而落寞。离别伤，也不伤，只愿

我们所有的人能够相念、相惜永相知。 

         ——宪荣珍珠班 王洁琼 

夏令营辅导员心语： 
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天，我们在甘肃酒泉中学挥洒汗水的日子。夏令营的每一天我都

被小珍珠的一个微笑，同行辅导员的一个举动，老师的一句话感动着。夏令营教会了我坚

持、用心去做好一件事、真诚待人也将会收获他人的真心等。记忆之所以美丽是因为我们

有缘在一起度过一段美丽的时光！祝愿所有的珍珠生都能够梦想成真，考上理想的大

学！  

         ——华东理工大学 张辰  

  

开始的开始，我们素不相识；最后的最后，我们相亲相爱。即便我们就要分开，但我

们都相信：离别，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之后，我们都将踏上各自的行程，

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拼搏，未来，我们期待在某个城市的再次相遇！相遇是偶然，相知却让

这段时光成为永远难忘的记忆。感谢所有的珍珠生和同行的辅导员们，伴我度过这美好而

有意义的八天。 

            ——复旦大学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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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播下点滴之源  孕育浩瀚希望 
——基金会副秘书长刘黎理女士应邀参加2012世界华人保险大会 

    基金会刘黎理副秘书长应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的特

别邀请，于2012年8月9日—12日，参加了在澳大利亚

悉尼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2012世界华人保险大会暨

2012国际龙奖IDA年会》。基金会刘副秘书长特别带领

第一届的珍珠生冯丹萍同学参加，在大会上作“不放

弃就有希望”精彩演讲并接受访谈，介绍“捡回珍珠

计划”的宗旨及发展，现场许多人士深受感动，尤其

看到04年就读浙江平湖新华爱心高中的冯丹萍同学，

在“捡回珍珠计划”的资助下艰苦学习，而今已成为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大家深深感受到珍珠计划

的影响力，是不断在改变许多贫困学生的命运。 

      本届大会特设了“慈善公益大使活动”专项活 

动，甄选来自台湾与中国大陆的11公益大使协助

“捡回珍珠计划”宣传募款工作。 

    自2008年起，世界华人保险大会已经参与我会

捡回珍珠计划项目，相继在中国甘肃的天水、武

威、宁县、陇南、酒泉，云南的祥云，湖北恩施的

土家族自治州等地资助13个珍珠班。世界华人保险

大会的发起人梁天龙社长，承诺201１年起的10年之

内，每年资助300名珍珠生。在梁社长的擘画以及大

会朱旭龙主席的领导下，目前的进度是远远超过目

标。我们深信在世界各地华人保险行业同仁们的爱

心关注下，将有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因着爱被

点燃希望的人生。 

 

序号 姓名 大学 高中 珍珠班 

1 夏继 香港中文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2 张思伟 北京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3 杨上 北京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4 郭小以 北京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5 孙嘉玉 北京大学 吉林白山二中 敏实珍珠班 

6 薛飞 北京大学 安徽定远中学 志杰珍珠班 

7 朱凯 北京大学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8 姜毅 北京大学 陕西瑞泉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9 秦煜 北京大学 陕西西安高中 新华珍珠班 

10 王仁吉 北京大学 甘肃静宁一中 慧光珍珠班 

11 张诗晗 清华大学 吉林白山二中 敏实珍珠班 

12 杨洪宇 清华大学 吉林白山二中 敏实珍珠班 

13 何秀强 清华大学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14 王鹏举 清华大学 甘肃庆阳一中 华书珍珠班 

15 岳小兵 清华大学 甘肃成县一中 世界珍珠班 

2012年全国珍珠生高考金榜(部分) 

序号 姓名 大学 高中 珍珠班 

16 黄标 清华大学 湖北黄冈中学 新华珍珠班 

17 陈宇雄 清华大学 江西吉安白鹭洲中学 英华达珍珠班 

18 李宏新 清华大学 河南开封二十五中 鑫淼珍珠班 

19 闫江 清华大学 甘肃宁县一中 新华珍珠班 

20 李刘全 清华大学 云南曲靖一中 新华珍珠班 

21 张汉飞 清华大学 河南商城高中 新华珍珠班 

22 曹蒂 清华大学 湖北襄阳五中 炳先珍珠班 

23 罗永龙 清华大学 宁夏育才中学 新华珍珠班 

24 陈述 清华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25 王晓雪 清华大学 河南内黄一中 新华珍珠班 

26 李伟坤 浙江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27 彭虎红 浙江大学 贵州遵义一中 Mark Family珍珠班 

28 孔雪娇 浙江大学 云南祥云四中 麦斯珍珠班 

29 王稀莹 浙江大学 云南祥云四中 麦斯珍珠班 

30 秦晓静 浙江大学 河北辛集中学 齐氏珍珠班 

      2012年全国参加高考的珍珠生共3280人，上线率100%，被全国排名前十名的大学录取的学生为154人；被

一本院校录取的学生为2145人，录取率65%；被二本院校录取的学生为712人，录取率87%（其中许多是孤

儿、单亲、父母残障、低保户等）。因本刊版面有限，以下是金榜前30名榜单，具体金榜详见基金会网站新

闻中心。（网址http://www.xh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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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项目及女童班 
            

       川震项目现已接近尾声，各项目基本执行完毕，剩下项目主要为正

在执行的贫童计划：争胜小学、鸡冠山小学、什邡5名孤儿；而2012年2

月正式实施的凉山州布拖县石咀小学女童班计划，现已开设3个女童

班，总共146名女童。 

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三 季 度 执 行 项 目 简 报 

爱心小学 

        7月到9月，已确定了一所新的爱心小学，地址是在河南省。但由于一

些资料尚未收集到，待资料齐全后，就可以签协议书。 

         同时，今年6月份签协议的，位于福建长汀和江西吉安的2所爱心小

学，均已在8月份和9月份开工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本基金会在全国共捐

建了334所爱心小学。 

爱心图书室 

     图书室共完成了4所，分别位于陕西、

黑龙江，以及甘肃的2所图书室，尚有2所

正在进行中，预计10月底亦可完成。 

捡回珍珠计划 

         2012年度“捡回珍珠计划”项目继续实施，并与全国101所重点

高中（其中包括今年新增的8校）签订协议书，合作开办116个2012级

新珍珠班，9月已确定的珍珠新生名额为6169名。 

西昌一中2012级新生歌唱感恩的心 

江西吉安童华瑾爱心小学 

陕西省丹凤县竹林关镇张塬柏玉爱心图书室 

女童班近照：香喷喷的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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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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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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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一、捐赠收入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合计 

珍珠计划高中 3359556.9 6408803.6 4651128.96 14,419,489.46  

珍珠计划大学 5000 10000 0 15,000.00  

爱心小学 0 600200 250884.25 851,084.25  

奖助学金 100 0 21000 21,100.00  

爱心图书室 30000 0 31713.5 61,713.50  

其他捐赠收入 387456 13033.14 40174.43 440,663.57  

小计 3782112.9 7032036.74 4994901.14 15,809,050.78  

二、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0 0 9507.46 9,507.46  

房租收入 0 0 24497 24,497.00  

投资收益 168489.86 349867.55 1298935.88 1,817,293.29  

小计 168489.86 349867.55 1332940.34 1,851,297.75  

合计 3950602.76 7381904.29 6327841.48 17,660,348.53  

2012年第二季度捐赠收入 

一、捐赠支出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合计 

珍珠计划高中 2,000.00  0.00  0.00  2,000.00  

珍珠计划大学 5,000.00  0.00  0.00  5,000.00  

一个孩子一个蛋 0.00  229,200.00  18,400.00  247,600.00  

爱心小学 0.00  300,000.00  0.00  300,000.00  

四川振灾 0.00  0.00  12,000.00  12,000.00  

爱小图书室 117,321.60  97,261.70  39,262.70  253,846.00  

爱高 790,000.00  0.00  0.00  790,000.00  

小计 914,321.60  626,461.70  69,662.70  1,610,446.00  

二、管理费用         

工资及奖金 33,840.00  36,965.00  34,390.00  105,195.00  

差旅费 15,642.50  10,349.60  6,566.00  32,558.10  

办公费 7,800.00  24,390.20  19,779.00  51,969.20  

邮电费 8,742.90  3,042.40  3,316.75  15,102.05  

水电费 0.00  1,392.00  222.00  1,614.00  

招待费 0.00  331.00  0.00  331.00  

物业管理费 1,733.00  1,943.50  0.00  3,676.50  

福利费 5,077.77  0.00  2,787.50  7,865.27  

社会保障费 2,971.20  2,973.42  3,709.60  9,654.22  

劳务费 28,166.28  20,388.80  21,952.52  70,507.60  

维修费 34.90  9,106.00  1,842.00  10,982.90  

小计 104,008.55  110,881.92  94,565.37  309,455.84  

合计 1,018,330.15  737,343.62  164,228.07  1,919,901.84  

2012年第二季度捐赠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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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官”王建煊印象记 

真 的 可 以 啊 ！
        本文作者王加本先生是1952年在浙大航空系毕业的航空制造业的专家。王加本先生1952年在东北航空发动机

厂参加工作时汤钦训先生在该厂任总工程师，与文中王仁中先生三人是挚友。汤先生一生不慕荣利，淡泊宁静

带着〝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语）彻底奉献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周围的人。06年汤先生驾鹤西

归，遵从汤钦训先生遗愿，夫人何学庄女士（原儿童医院院长）愿将二老生平之积蓄捐献，供贫困学生竟其学

业之需。在得知我会王创办人发起之捡回珍珠计划后，该笔善款一直支持着我会捡回珍珠计划工作。 

2007年6月王仁中、王加本先生来访与王创办人

在新华爱心高中食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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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本先生与夫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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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 * 董事长： 

您好！ 

我叫徐 * *，是梁平红旗中学2012级“正浩珍珠

班”的一名学生。 

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相继离我而去，

留我一个人在世上，于是便成了孤儿。可我有一个

慈祥的外婆，我从小与外婆相依为命，外婆含辛茹

苦地养育我，为我日夜操劳，如今已是满头白发。

家里没有劳动力，更没有工作收入，因此我的学费

和家里的生活开支都仅靠外婆的养老金和我享受的

低保。 

现在有幸进入“珍珠班”学习，有了您的帮

助，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能而让我的学业得以

继续，真的十分感谢您！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很多人都说，苦

过这三年，幸福一辈子，我也相信这句话，奋斗三

年后，步入理想的大学，走向美好的人生。如果有

一天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我一定不会让外婆

为我操劳受苦，一定让她安享晚年。如果有一天，

我能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一定也像您一样，帮助

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我明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回报社会才是我理想的追求。对自己说一

声：加油！用三年的奋斗，打造一片自己的天空。 

此致 

敬礼！ 

 

                                                                    徐 * * 敬上 

                                                                  2012年9月18日 

敬爱的  * 伯伯： 

您好！ 

我叫柴 * *，是甘肃静宁一中2012级“慧光珍珠

班”的一名学生，作为珍珠班的一名学生，我感到非

常荣幸。 

我的家庭由6口人组成：奶奶、父母、大姐、二姐

和我自己。奶奶已年过七旬，父亲今年44岁，家庭经

济都由他一人在农闲时外出打零工所支撑，可经医院

检查，他心率过慢，不能做一些危险的劳动。母亲今

年41岁，是一名朴素的农家妇女，常年的体力活使她

的身体常伴不适，两个姐姐都于今年考入平凉医专，

由于学费过高，父亲为她们争取办了国家开发银行生

源地助学贷款，使得经济略有喘息之时。父亲为我们

姊妹三人的学费操碎了心，也操白了头。在经济极度

紧张的时候，您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让我这双快要折

断的翅膀由重新飞了起来。 

在我们村，只有我家还住着土房子，在别人的冷

嘲热讽中，父亲依然拼着供我们姊妹仨上学，让我们

尽可能离开这茫茫大山。 

我很不幸，于2007年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

东拼西凑地凑够医疗费，带我去陕西省人民医院治

疗，在此期间，我得到了“红十字会”的资助，从此

我便对“慈善”二字有了很深的理解，这次经历也给

了我许多的精神财富和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时隔五

年，我又得到了您的资助，这就如同雪中送炭一般，

让我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温暖。 

我从小就喜欢学习，记得在上学前班时，我就对

父亲说我每学期都要拿“三好学生”，九年过去了，

我的愿望无一次落空。 

从小我就特别喜欢解放军叔叔，也希望自己成为

一名军人，可由于身体上的原因，梦想破碎已是既定

的事实，可我依然想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我也

希望自己有很多钱，能像您一样成为一位慈善家，去

资助那些身处贫困的优秀学生。我相信在您温暖的怀

抱中，我一定会茁壮成长，学有所成。最近，我学会

了两首歌：《隐形的翅膀》和《感恩的心》，希望有

机会，我将它们献给您！ 

此致 

敬礼！ 

                                                           柴 * * 敬上 

                                                                              2012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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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更进一步了解了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和珍珠班项目，更让我学习

到典型学校珍珠班的开展情况和经验。通过体验活动，收获更多，让我一定

要不断去创新，用心去做好身边的事。通过参观访问领略到平湖优美的自然

人文风光，更拓宽了视野，同时更体会到基金会和新华爱心高级中学细心和

热情的服务。 

——凯里市第一中学  杨 海 老师 

◇我认为基金会的培训是非常有效的，非常让人感动，能使人的心灵得到净

化的培训，这次培训全方位让我们感受到基金会崇高的教育情怀，心中无爱

如何能如此用心，基金会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进步，通过我们的改进来更好的

教导学生，因为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只有我们进步了，我们永不满足改进自

己的教学，才能更好的提升学生的品德。谢谢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背后

不断支持着捡回珍珠计划的爱心人士们：感谢你们用更高的思想引导我们，

感谢你们用美好的品德教育我们，感谢你们用宽广的胸怀容纳学生，容纳我

们！我们一定记住：不放弃，就有希望！ 

——新疆喀什一中  党君辉 老师 

第五届全国珍珠班暨校领导培训班“学员参训心得”选摘 

◇这次培训很完美，从心底里感谢基金会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心灵上有了

很深的洗礼，让我们相互把爱传下去。我真希望有一天，基金会能在各学校

做这样的报告，让我们全校师生都在品格教育上有充分的认识。教育是教书

育人，有比分数更重要的东西品格教育实在比分数更重要。 

——湖南省邵阳市第一中学   苏是奎 老师 

 

◇参加本次活动，深深被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的爱心所打动，在这短短几天

中，充分理解了什么是大爱，什么是无私的爱，我将把这种爱的精神传递下

去，播撒出去，关爱珍珠生，关爱所有的学生，教育珍珠班的学生们要充满

这种爱，也使他们能够像种子一样，把这种爱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国度能够

成为大而有礼的国度。 

——山东泗水一中  张盛磊 老师 

◇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因为基

金会与新华爱心中学的努力，我获得了

这 次培训的机会，感谢你们。在培训过

程中，我不断被感动：创始人的无私与努力，理事长与爱心人士们翻山越岭

到各个学校开展工作，基金会对珍珠生的关爱，基金会与新华爱高对参训教

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讲师们形式多样的讲课，学员之间敞开的沟通与交

流……太多了，我真的很感动，回去以后我一定会尽力的把我们所学到的东

西传递给我们的学生，以身作则，让他们健康的成长，成为真正的人才。想

说的话太多，但一时又难以言尽。我只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做，尽力

去爱学生，才能表达我的感想。 

        至于具体改进的建议，我觉得基金会和爱心高中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

了，如果真有需要改进的话，那就多提供一些这样的机会给更多的老师吧，

让更多的老师能得到爱的教育，再把这种爱传播出去，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

得到爱的教育，成为真正的中国人！ 

——贵州省大方县大方一中  谢亚明 老师 

 

◇捡回珍珠计划于珍珠班的开设是一次了不起的慈善行动，是“爱心、信

心”的教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具体体现，我为新华爱心教

育基金会的创举深感动容。 

       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是爱心传递的天使，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博大的爱

心，以及那种不畏世俗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重庆市兼善中学  吴远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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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高考结束，我有幸参加了我校珍珠生家访工作。通过四天的家

访，在捡回100多颗珍珠的同时，历经了酷热与颠簸，体验了幸福与甜蜜，

领悟了“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这是众所周

知的列夫.托尔斯泰在名著《安娜卡列妮娜》里的名句。是大家所熟知的,一

路走来，今天读这句话还是那么的感慨。 7月5日下午6点22分，我们宁县一

中珍珠生家访工作组在陈月月同班同学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来到了宁县良

平乡村陈月月的家。 

爱 使 我 们 相 聚 在 一起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图文/李明哲 

         普通的三间房子，既做卧室，又做灶房，陈月月正在家中做家务，房内光

线阴暗、陈设简单，就连写字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们的李老师只好拿只凳子，

爬在凳子上填写家访表，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在向陈月月同学简单了解情况之

后，她带我们去找正在场里干农活的父亲和姐姐。  

老远处就看见一位矮小、弓背、黝黑的男人，正在摞麦草，他在下面用攃往上

摪，一个女孩摇摇晃晃地站在上面接。 

         陈月月指着他们说“他是我爸，她是我姐”。在我们李老师接近

她爸采访时，我抓紧拍照，她的姐姐好像受到惊吓似的赶紧坐在了麦草

摞顶上。  

       家访结束，我想给他们拍张合照，她的姐姐坐在麦草摞顶上，死活

不肯下来，在我们三位同行老师和她爸爸的劝说下，终于从顶上不情愿

的滑下来。他姐叫尚海妮，今年也参加中考，但是分数较低，一定要让

妹妹去上学，那自己怎么办呀？所以压力比较大，很自卑。 

     当我按动快门拍完上一张时，我在相机视野中，突然发现，那个黝

黑矮小的男人他的双臂是那样的特别，我赶紧又拍一张，原来他也是疾

病缠身。但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多年来，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劳作

着，供养着两个女儿上小学、上初中。小女儿取得 

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我校珍珠班（大女儿 

被宁县五中录取）。这背后，有着这位父 

亲多少汗水与辛酸，多少喜悦与欣慰。 

         面对录取通知书，他们脸上闪过一丝很难察觉的惬意，但很快就消失

了，剩下的是两个女儿的满脸愁容和父亲迷茫的眼神。  

      当我们家访结束，步行去坐车的时候，路边站满了拿着农具收工回家的

农民，他们私下嘀咕着：  

 “崴家里太恓惶了……”  “赶紧把那娃给帮一下……”   

“老天真是有眼呀……”  “娃——这下有指望了……”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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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金珍珠班班级管理浅析 
            成县一中     刘 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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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昊老师给壹基金珍珠班学生上民族团结教育课 

刘昊老师陪伴学生上早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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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文发表于《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2.5下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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