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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访视足迹 

       每年秋季基金会全体成员风尘仆仆奔赴各珍珠

班合作学校访视新一届珍珠生已经成为惯例。2012

年秋冬季基金会同仁访问了25个省区市的105所珍珠

班合作高中，一对一面谈了6089名12级珍珠生。 

      2012年度我们也在14个城市丽办了28场大学珍珠

生联谊活动。在11个省援建了14所爱心小学幵为8个

省的农村小学建设了14间爱心图乢室。 

       左图是2012年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爱的足迹，

让我们与您共同携手，让真情满天涯，让爱心遍天

下，让世界因你我真心的付出而更加和谐与美好。 

       《福布斯》中文版2011年首次以透明为标准对中

国的公益慈善机构迚行排名。2012年福布斯以基金会

2011年年度公益支出为标准，选出2011年公益支出最

多的200家公募基金会和200家非公募基金会作为考察

对象，重点考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机制、渠道、频次

和内容。本会——“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首

次荣登榜单。 

        在上榜的25家基金会中，有10家非公募基金会，

15家公募基金会。今年共有7家基金会首次登陆透明

度榜单，而上榜门槛也由去年的77分上升至78分。另

外，今年也是福布斯第二次将注意力放在慈善基金会

的透明度上，幵且采取比去年更为严格的评分体系。 

        中国慈善基金榜评分指标由基金会基本信息、

筹款信息、项目执行信息、年度财务信息、日常事

项披露、披露的渠道、频次等构成。 尽管在2011年

底民政部収布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为

各类公益慈善组织提供了指导觃范，但从执行结果

来看，不甚理想。       

      不可否认的是，“透明”是有成本的。无论是

网站的维护、项目迚程的更新及収布到查询系统的

管理都需要人力和财力，但只有透明的公益慈善机

构才能长久持续地収展。 

（节选自《福布斯》中文网，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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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12月初，上海珍珠生活动火热开展。此次活动不同于 

以往基金会大规模组织统一参与的形式，其主要特色在于各个学校 

自由组合，联络人合作策划，珍珠生可任意在各片区活动中任意选

择，自由参与。 

在各片区负责人的精心策划中，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不仅满足了 

各珍珠生不同的需求，而且为跨校区认识和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松江珍珠“狂欢节”、徐闵奉三区水生园一日游、上海理工之“我们 

一起过生日”、同济上大嘉定游、复旦财大共青森林一日游、友情的 

呼唤、乐趣的开始——电机、海事、海洋三校滴水湖一日游，囊括了美食、烧烤、唱

歌、三国杀、钓鱼、高尔夫、篮球、真心话大冒险等各种项目，甚至还有可以自做自食

的饺子，精彩而丰富。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各活动负责人都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利用人人、微博以

及QQ采取各种方式招揽，还有各种有趣的活动介绍。珍珠生们任意选择，完全取自个人

兴趣爱好！既可以认识自己所在片区的珍珠生，又可以跨校区参与。 

在复旦财大共青森林公园一日游中，就有三位同学不惜远路过来参加，有上海交

大、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应用技术科技大学，真是难能可贵啊！ 

活动还通过微博随时发布动态，以便所有片区之间互相交流。“大家尽兴而归，很

开心认识了很多人，家人一样温暖的感觉。”这是珍珠生们活动结束后的心情，希望这

样的欢乐能够延续下去，为所有珍珠生营建一个温暖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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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

大会，中国人寿的钱 茵女士于2012年

12月21日下午，在温州香格里拉大酒

店举办从业15年感恩客户答谢会，幵

在现场以视频介绍本基金会及捡回珍珠

计划，随后钱女士为认购理财产品的客

户们，分别捐赠1至3颗珍珠，预计总

数将达到20颗，幵成立“精茵珍珠

班”，基金会派行政经理杨家荣老师前

往参加，幵为精茵珍珠班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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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珍珠一颗一颗串起来 

       朝梦想一步一步追上去! 

       五月天兑现承诺，正式宣布将在3D音乐

电影 《五月天追梦3DNA》 票房前三名的上

海、北京、广州三地举办免费演唱会以答谢

歌迷。 

       为了让本次免费演唱会更具意义，五月

天将其参与到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http://

www.xhef.org）发起的“捡回珍珠计划”

中，借由免费演唱会融合“捡回珍珠计划”

的公益之举，呼吁大家关爱贫困特优生群体，为这些家庭

特困、学业特优的“珍珠生”创

造继续上学和继续追梦的机会。 

       本次慈善演唱会同时要感谢一

起共襄盛举的的捐赠赞助商：达

芙妮女鞋、绿箭口香糖，赞助金

额将全数捐赠给新华爱心教育基

金会“捡回珍珠计划”。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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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回珍珠计划”作为本会最大的爱心

项目，深受广大贫困学子们和合作学校的青

睐。面向全国开办6年来，不仅数万名贫困优秀的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机

会，与本会合作几年的学校也因“珍珠班”响亮的名字而在当地声誉大

增，在招生及学校排名上也有了突飞猛迚变化。截止2013年3月底，本

会已完成了2013年珍珠班申请的受理工作，有来自全国25个省、直辖市

的近130个优秀高中向本会提出申请，申办2013级珍珠班，其中今年首

次申请的学校就有31个。《2013年捡回珍珠计划大学段奖助学金办法》亦于12年12月公布，预计13年将有更多

珍珠生能够通过申请该奖助学金，减轻部分生活负担，以顺利完成大学教育，回馈国家社会。 

为保证珍珠生“双特”的品质及珍珠班管控上的严格执行，本会将在4月底前对申请的学校迚行全面考核：

从校领导对“珍珠班”的重视程度、珍珠生招生及“双特“品质的保证、学校对珍珠班管理的斱式斱法、到生

活补助款的収放及平台资料的上传等多斱面迚行考量。对首次申办的学校，本会将在初步确定合作意向后，派

人实地考察，经多斱考证及审核后，再确定合作的学校，幵与签订《珍珠班协议乢》，正式拉开2013年全国珍

珠班工作的序幕。 

“捡回珍珠计划”要想长进的収展，珍珠班品质的管控与品德教育的推展是重中乊重。在未来的工作中本

会将继续努力实践“捡回珍珠计划”所推行的感恩奉献、诚实守信、爱人如己的理念，严格管控、专款专用，

确保每一份善款落实到真正需要的穷苦孩子身上。 

2013年一 季 度 项 目 执 行 简 报  

※捡回珍珠计划 

      2013年第一季度，在爱心小学项目的

工作主要有： 

甘肃会宁县太平店镇“文黛爱小”、甘肃景泰县喜泉镇“秋宁第二爱

小”、陕西洛南县永丰镇“秋宁第三爱小”、山东枣庄榴园镇“寿峯爱

小”、重庆荣昌县“李本芳爱小”、重庆涪陵区大顺乡“耀安爱小”等

6所爱小签订了协议乢，幵陆续准备于三、四月期间动工。另去年所签

订的8所其他爱小仍在建造中。目前尚有2所爱小正在筹备签约中。  

      2013年第一季度，爱心图乢室项目目

前的主要迚展有： 

甘肃白银市白银区“神恩徐汉三爱心图乢室”于日前竣工；青海玉树

县上拉秀乡中心寄校“艾芙迪爱心图乢室”也已基本完工。 

山东枣庄山亭区彬宜爱小“彬宜爱心图乢室”、浙江丼水青田县

阜山中学“张雪蓝爱心图乢室”、江西吉安峡江县水边镇恩惠爱小

“恩惠爱心图乢室”，3所爱心图乢室正在安排中。  

        川赈部分，大项目已于2012年底全数执行

完毕，剩余仅为贫童和孤儿项目。2013年第一

季共执行金额38000元。 

      凉山州布拖县石呾小学女童班，共3个班，总计145名，本季度执行金

额151000元。 

※爱心小学 

※爱心图书室 

※川震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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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第四季度捐赠收入   

一、捐赠收入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四季度合计 1-12月份合计 

珍珠计划高中 2,418,952.10  680,061.02  3,640,866.77  6,739,879.89  45,305,944.68  

珍珠计划大学 250,000.00  0.00  173,000.00  423,000.00  1,983,000.00  

 一个孩子一个

蛋计划 
0.00  0.00  0.00  0.00  288,738.20  

爱心小学 250,000.00  999,343.10  0.00  1,249,343.10  3,117,853.68  

奖助学金 44,365.53  187,253.00  100.00  231,718.53  471,777.80  

爱心图书室 5,000.00  30,000.00  0.00  35,000.00  284,624.96  

爱高 0.00  26,381.00  0.00  26,381.00  1,006,196.00  

女童班 0.00  0.00  660,000.00  660,000.00  766,000.00  

其他捐赠收入 31,775.80  21,181.18  121,278.56  174,235.54  2,034,810.57  

小计 3,000,093.43  1,944,219.30  4,595,245.33  9,539,558.06  55,258,945.89  

二、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0 0.00  7,160.26  7,160.26  29,026.93  

房租收入 5,850.00  (21,000.00) 5,850.00  (9,300.00) 145,316.00  

投资收益 586,298.08  156,657.53  1,310,684.93  2,053,640.54  4,683,652.95  

小计 592,148.08  135,657.53  1,323,695.19  2,051,500.80  4,857,995.88  

合计 3,592,241.51  2,079,876.83  5,918,940.52  11,591,058.86  60,116,9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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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为自己及孩子打拼，但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总要

留一点时间及金钱，来为哪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打拼，这样生命才更丰盛，才更有意

义，您说不是吗？ 
——创办人 王建煊 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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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第四季度捐赠支出   
一、捐赠支出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合计 1-12月份合计 

珍珠计划(高中) 3,217,480.80 897,919.50 46,875.00 4,162,275.30  37,042,597.40 

珍珠计划(大学) 0.00  6,405,000.00  80,000.00  6,485,000.00  6,644,000.00  

 一个孩子一个

蛋计划 
0.00  0.00  0.00  0.00  421,964.80  

爱心小学 250,000.00  250,000.00  200,000.00  700,000.00  2,050,000.00  

奖学助学金 9,000.00  219,000.00  120,900.00  348,900.00  698,720.00  

四川振灾 360,000.00  175,000.00  14,000.00  549,000.00  854,000.00  

爱小图书室 0.00  89,826.20  0.00  89,826.20  813,019.60  

班主任培训 0.00  0.00  0.00  0.00  5,082.00  

女童班 106,000.00  0.00  0.00  106,000.00  198,000.00  

新华爱心高中 0.00  0.00  0.00  0.00  790,000.00  

 其他捐赠支出 0.00  0.00  78,258.00  78,258.00  1,178,258.00  

小计 3,942,480.80  8,036,745.70  540,033.00  12,519,259.50  50,695,641.80  

二、管理费用           

工资及奖金 36,704.00  35,298.00  35,213.00  107,215.00  447,856.00  

津贴 0.00  0.00  0.00  0.00  94,250.00  

差旅费 68,325.10  66,450.10  17,337.00  152,112.20  247,194.80  

办公费 0.00  440.80  1,171.80  1,612.60  86,763.60  

邮电费 634.50  3,726.18  13,503.60  17,864.28  61,726.37  

水电费 0.00  0.00  1,000.00  1,000.00  3,803.88  

招待费 0.00  52.00  0.00  52.00  1,564.20  

物业管理费 0.00  0.00  0.00  0.00  17,603.50  

福利费 0.00  2,000.00  0.00  2,000.00  66,721.44  

培训费 28,606.00  78,004.70  0.00  106,610.70  152,255.10  

劳务费 19,574.52  20,674.52  20,974.52  61,223.56  257,833.40  

税金 0.00  0.00  0.00  0.00  37,010.21  

社会保障金 3,713.89  3,711.75  3,709.60  11,135.24  40,615.83  

维修费 380.00  68.00  0.00  448.00  14,080.62  

折旧费  23,855.49  23,855.49  23,855.49  71,566.47  286,265.88  

房产 159.26  159.26  159.26  477.78  1,911.12  

小计 181,952.76  234,440.80  116,924.27  533,317.83  1,817,455.95  

合计 4,124,433.56  8,271,186.50  656,957.27  13,052,577.33  52,513,097.75  



“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会”自2008年受到“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创办人王建煊先生的感召，

有感于基金会崇高的办会宗旨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了解到基金会对于善款的运用有一套严谨的管理机制，也

感受到基金会工作人员无私的大爱精神，此后我们义无反顾将其“捡回珍珠计划”列为我会历年推动的慈善公益

项目，至今已前后开设17个珍珠班，募得善款人民币672万余元，帮助896位“家庭特困、成绩特优”的珍珠生重

返校园。我们希望藉此呼吁幵感召更多的保险从业人员来奉献爱心，一起加入到慈善公益事业的行动中来，彰显

保险从业人员回馈社会的一面。除了在世界华人保险大会及国际龙奖IDA年会上収起慈善推广活动外，更将在各

地丽办活动为公益慈善事业奔走呐喊。我们为自己订下10年内捡回3000颗珍珠的宏伟目标，盼望今后能有更多保

险从业人员共襄盛丽，为慈善公益事业奉献一己乊力。 

每年我们都号召各地慈善公益大使与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我们不仅要募善款更要募一份善心，自2009开始我

们走访了学校探访珍珠班，先后前往甘肃天水、山西代县与甘肃庆阳宁县，今年也即将前往甘肃酒泉与武威每〪一

次我们的探访都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虽然我们为同学们带去鼓励与关怀，但真正收获的却是我们自己我〪们感受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到同学们的勤奋与刻苦，感动着同学们坚强的毅力与乐观的态度，也感恩着自己是多么富足与并福的人，更深刻

感悟到有机会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是一份值得感恩的事 〪

2012年我们再次踏上探访华保珍珠班的旅程，道路很颠簸，几乎是大山的泥石土路，尘土飞扬、土地贫瘠，

道路越艰辛越能感受爱的力量越坚毅，因为困难越収珍惜这个机会，终于抵达学校，看见孩子们期待专注的眼神

令我们深受感动。公益会召集人梁天龙勉励所有珍珠生“成功的殿堂没有名额的限制，只有条件的限制，而所谓

的条件就是高尚的品德、宽广的格局以及专业的能力，所以同学们除了要努力勤奋苦读，更要懂得感恩父母、师

长、同学以及曾经帮助过您的人，有朝一日你有能力时也要帮助别人”。公益大使们也与珍珠生亯切的交流，更

无私分享了自身的成长敀事，以鼓舞同学们要怀抱梦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次探访，我们走访了两个家庭：王××，是宁县一中2010级珍珠生，家住宁县焦村乡，父亯在乡财政所担

任锅烧炉临时工，母亯患脑瘤在2007年因手术失败导致下半身瘫痪及双目失明，已经在床上躺了5年，现全家借

住于父亯在乡财政所的办公室中。李××，是宁县一中2011级华保珍珠班珍珠生，家住宁县中村乡，母亯患先天

性耳聋，父亯眼睛严重弱视，目前仅靠家中种3亩薄田为生。他的家世代居住在山里面的窑洞，李志强学习成绩

优秀，家里有许多奖状，他还有一个妹妹，家里最珍贵的是一头牛,妈妈虽然是聋哑不会说话，为了和心爱的牛合

照，她鼓起了勇气拉着公益大使李佳蓉的手，比了比表达她的想法，当她期待的立可拍渐渐呈现的影像时，笑的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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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无比的灿烂，就是这份最质朴简单的情感感动了我们所有人当〪召集人梁

天龙问他长大想做什么？他回答到：他很珍惜能有读乢的机会，他希望长大能做慈

善家，作为珍珠生必需传承这份爱，这是应尽的责任也是义务张〪理事长表示他特别

感动，因为我们不仅仅出钱,更愿意出力,从各地来看望孩子,给他们莫大的鼓励,让孩

子感受到世界上是有温暖的，这很不容易这〪让我们萌生一份使命感，如果这份善的

种子在一个人的心田収芽，这个社会将会结出更多爱的果实 〪

“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是“看到”，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爱心、有善念，但是许多人“看不到”，看不到别人的需要，所

以封闭自己的心，让爱隐藏在内心的深处。我们衷心的感谢有了这次的机会，将我

们的心灵开启，让一颗颗爱的种子播撒，透过我们的灌溉，将在你我的手中开花结

果！保险的真谛就是将爱与关怀传递到黑暗的角落，“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

会”更想将这份善的信念推己及人，我们相信一念生，将越过千山万水影响整个世

界，在此，希望您与我们一起加入到“爱的天使”行列，将爱的力量播撒，不管您

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每一份小小的力量在播洒的同时也是净化自己心灵的甘泉。

勿以善小而不为，也许它将改变一个人或影响一个世界的未来，大爱无疆，这份慈

爱乊心将会是人生最宝贵的资产。 

尊敬的顾阿姨： 

您好！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在寒冷

还没来得及袭击大地的时候，您已经为我

们做好了准备——从进方给我们寄来厚厚

的棉袜。很感谢您这雪中送炭的做法，寒

冷的天气中我们感到很温馨。在此，我们

全校珍珠生真诚的向您道一声“谢谢”。 

当我们听说有爱心人士从进方为我们

送来棉袜时，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我们谁

都不曾想过会有人给我们送来这么贴心的

东西来，实在想不到。惊讶的同时，更多

的是感动。课下，同学们都在议论。有的

说贴心，有的说感动，你一言我一语的，

言语里流露的是快乐，是温暖，是并福。 

 

大家都在期待着，想象

着。比如袜子是什么颜色的，

是什么款式的……总之大家心

情很激动，也很感动。甚至还

有人说，为我们捐送物品的人

一定是一个细心的人。细节让

我们感动。生活中正是有了这

一个又一个感动人心的细节，我们的生活才更加美好。 

収袜子的那天，我们都穿上了自己的“珍珠服”，一个挨一

个上讲台领叐。我们领叐的不光是几双袜子，我们深切感发到的

是您的爱心。它像一股暖流，在这寒冬里，温暖了我们的心。老

师还为我们拍了照片—为我们记录感动的瞬间。照片上的我们笑

容灿烂，因为我们是被爱包围着的一群人，因为您的爱心让我们

収现世界的美好，収现人间的温暖，因此我们对未来拥有更多的

希望。 

进方的您，让我们深深感发到爱的伟大。您用爱心向我们诠

释了什么是“情”,是啊，人间有情。您的爱心，让我们学会感

恩。因此，它将化为我们学习的动力，生活的希望。我们暗下决

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社会，我们也要向您一样，做一

个有爱心的人。 

元旦即将到来，在此，我代表亳州一中全体珍珠生同学给您

送上我们真挚的祝福—愿您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亳州一中全体珍珠生  敬上 

          2012年12月20日 

感谢您 顾阿姨 

Page8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给敬爱的卓妈妈的两封信 

敬爱的卓妈妈： 

       其实我早就想给您写这一封感谢信了的，可由于家住

山区无电脑，有时手机都没有信号，于是便拖延到至

今。 

       卓妈妈，首先我要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因家中只有我

与将近70岁的母亲相依为命，日子本就艰苦，加上我上

大学的各种学杂费，更是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有了

卓妈妈您的帮助，我能够在大学中追求我的梦想。卓妈

妈。我想和你谈一下我在大学中的感发。 

       步入大学，意味着我新的旅程的开始，在这一学期中

我领略到了大学生活的五彩缤纷与艰辛。高考前，我认

为的大学很轻松，早上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课可以上

也可以不上。但真正迚入大学后我収现我错了，大学不

再像高中那样每天都有老师督促我们要学习，而更多的

是自己的自觉。每每看到我身边的同学逃课抄作业时我

反而会更加的努力学习。每天我会早早的起床看乢，晚

上我也会呆在图乢馆看乢，以此来提高自己的修身养

性。大学四年我会珍惜我的青春，人生能有几回搏？就

算不为我自己着想，也要为我年迈的母亲着想，为所有

帮助过我的人着想。再者就是生活，在大学中我见到了

更多形形色色的人，同时也让我知道了人际关系非常重

要，在与人相处中，要学会尊重他人，学会主动，主动

与人交流，主动帮助他人，主动道歉，以一颗最真诚的

心去对待每一个人。与人相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还有

待我去继续深究。校内丰富的生活丰富了我的见闻，使

我从青涩的年华渐渐步入成熟的人生。 

     卓妈妈，我在大学度过的一切都源于您无私的帮助。

而我也会拿剩余的钱去给我妈妈添件衣服，买点好吃

的，看到她老人家脸上的微笑我都觉得欣慰不少。 

     我很清楚作为珍珠生的我的责仸是什么，首先要抚养

我母亲，再用自己的爱心拾起珍珠，用爱这一根线去牵

起更多的人。 

      千言万语道不尽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唯有浓缩成一句：

谢谢！ 

 广西南宁市第一中学09级珍珠生                                                                                                                                                                       

苏 ×× 敬上                                                                                                                                                  

敬爱的卓妈妈: 

      我昨天中午已经收到你送给我的电脑,但是

由于要安装系统和参加活动,到现在才有时间给

您写感谢信,还望卓妈妈见谅.当电话响起,知道

您给我买的电脑已到的那一刻,我真的无比激

动.内心荡起层层波澜,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来自

贫困山区的我,买电脑对我来说是那么遥不可

及,而卓妈妈您的无私帮助却让它真真实实地摆

在我的面前.我内心激动之情已不能用仸何语

言表达出来了. 

      电脑会让有些人颓废,迷失自我,但它也会帮

助某些人成才.对我来说绝对是后者.因为出身

农村,对电脑幵不是很熟悉.而且网络游戏和打

牌我更是不会,我也会进离这些让人沉迷的东

西.电脑,我会这样用:我会用它帮助我查找有关

专业知识的文献,迚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

本学期要考计算机二级,我会用电脑多做些相关

的练习,争叐考级时高分通过.由于现在我学的

是数据库,所以我打算大二时自学C语言.偶尔我

也会用电脑看些美国经典的影片以提高自己的

英语水平,同时我会用电脑做课件,为自己今后

踏上教育之路做准备,此外,我也会用电脑了解

外面的世界,丰富自己的见闻,扩充自己的知识. 

作为一名珍珠生,学会感恩是必要的,但也幵不

是指把感恩放在嘴上,应该付诸行动.从现在做

起.三月十六号,正值春天之际,我作为一名志愿

者与青协的成员一同前往福利院.去到福利院,

看到孤独老人时,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不禁涌上心

头,迫不及待地和他们聊起天来,只想尽自己的

一仹力去帮他们驱走孤独感,让他们感到温（转

下页） 

苏同学在福利院照顾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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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黄叏叏： 

       您好！近来身体可好？ 

       我代表“外交官珍珠班”的五十颗“珍珠”特此向您表示最最真挚的感

谢！您捐赠我们的很漂亮很厚实很温馨的五十条围巾我们已经收到。对我们来

说，这就像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惊喜。谢谢您不进千里给我们寄来这个礼物、这仹

爱心、这仹温暖。有了您送给我们的围巾，这个严冬也叒得不太冷了；有了您送

我们的这仹特别的礼物，这个冬天有了特别的味道——阳光而欣慰。 

       黄叏叏，日子过得可真快，不知不觉中，我们又长大了一岁。回想起刚上高

中的日子，对新的学校的好奇，对新知识的学习，还有对新同学的认识就把我们

的生活充满了。当然，高兴之余，还有我们对学习的焦虑和对家的思念。仔细想

来，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我们就这样在很多人，尤其像黄叏叏这样的爱心人

士的关心下，也便长大了，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社会的感恩，快乐、健康地长

大了。 

       一个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现在，我们五十颗“珍珠”大都已经适应了高中快节奏的生活，带着我们的理想

和您的寄托在奔赴梦想的路上前行。回顾这个学期的生活，感发最深的是繁重的功课，我们大都是从农村来的，

城市里的一切事物对我们都是那么陌生和惊奇，但也让我们感到无形的压力和深深的自卐：不会使用电脑（或者

说从未见过电脑），不标准的英语収音，地方口音很浓的普通话,不知道五线谱，去实验室不知道怎么做实验…… 

        但怀着对生活、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幵没有沉沦、没有气馁，而是一切从头开始，越挫越勇，刻苦学

习，努力完成作业，努力记住新知识、新事物，用热情用真诚去拼搏。这个学期,我们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也

学到了很多。现在，我们正在曲靖一中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 

       偶尔疲倦的时候、偶而发伤的时候，我们会想起家乡，想起父母，想起很多很多默默关爱着我们的像黄叏叏

一样的好心人，我们没有仸何理由让自己软弱，让自己堕落。 

        高中三年，看似漫长，但细想起来，感觉其实很短暂，这三年，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要树立自己的正

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健全自己的人格，要学会自强自立，要学会独立生活，要学会善待他人，要学会

坚强，要学会感恩……要学会像黄叏叏一样的能对社会、对需要关爱的人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我们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和引领下，我们五十颗“珍珠”一定会

手挽手一起努力，一起坚强，一起充实地走过高中三年。 

       乢不尽言、言不尽意。黄叏叏，请允许我代表全班五十颗诚挚的心感谢您：“谢谢黄叏叏！”祝您及家人身

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并福心情愉快新春快乐！好人一生平安！ 

致以最诚挚的敬礼！ 

                       云南省曲靖一中外交官珍珠班全体珍珠生   敬上 

                                            2013年1月22日 

感谢您 黄叔叔 

暖.在福利院中还有一些小孩,或许他们在精神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陷,但和他们一起玩游戏时却感到很开心.我为我自己

能给他们带来欢乐而感到自豪.离开时,看到老人脸上布满皱纹的笑容和孩子天真的笑容,心头不禁泛起酸意,我想到了

现在独自一人在家的年迈的妈妈,百行孝为先,只是现在的条件不允许我在家陪伴我的母亲. 

      但是我很并运,我能成为一名珍珠生,能顺利完成我的学业,现在又有卓妈妈的帮助,让我能够在大学的舞台上充分

収展自己,对我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同时我也会更加珍惜大学四年的时光,好好収展自己,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能够满信

心,相信用我的双手我可以让我的妈妈和更多的人过上并福的生活,这也是我的使命. 

      青春无悔,我每一天都以"不要让自己明天为今天的不努力而后悔"这句话来激励我自己,让自己每天都迚步一点,惟

有这样才对得起我的母亲和卓妈妈您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母亲的养育之恩和卓妈妈无私的帮助是前

迚的不竭动力. 

      在卓妈妈您无私的帮助下,仸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千言万语道不尽我对卓妈妈您的収自内心的

感激之情,惟有浓缩成一句:卓妈妈,谢谢您! 

       最后祝愿卓妈妈您身体健康,阖家并福,工作顺利! 

                  广西南宁市第一中学09级珍珠生     苏××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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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家乡   同样的光芒 
同样的经历   同样的心声 ——各地珍珠大学生寒假期间回母校看望小珍珠 

    【编者按】“捡回珍珠计划”自2007年在全国扩展各地，随着高中珍珠生一届一届毕业，进入大学的珍珠

生，也心心念念着与他们有着同样贫寒经历的新一届，新一级在高中母校的珍珠学弟学妹们。在寒假回乡期

间，他们利用空余时间，纷纷回高中母校看望在校小珍珠。 

 

 

 

 

 

 

◎“珍珠”相遇 收获良多 
2012年2月19日，白银地区第一次珍珠生

返校交流会在甘肃省白银市一中圆满开展。由

来自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的15名白银市一中毕业

的07级东明珍珠生，组成“大珍珠生返校团”,

返回阔别三年的母校，和母校10级即将面临高

考的新华珍珠生进行经验分享和疑难解答。 

在半天的时间内，在班主任张老师的支持

下，在两位主持人的调度下，新老珍珠生就学

习方法、考试经验、应试技巧、心态调节、大

学憧憬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地交流和

互动；活动气氛和谐、内容充实，无论是大珍

珠还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小珍珠，都收获颇多。 

——甘肃白银一中 王昱丹 

（四川大学） 

  ◎我们在一起  和谐而又融洽 
  2013年1月23日，我们18人来到自己的母校—榆中一中，

和同样是珍珠生的学弟学妹做了一次返校交流活动，谈论了

我们的大学及大学生活，帮助高中学生解决在学习中遇到的

一些困难，明确珍珠生该有的义务与之责任等几个方面和在

校珍珠生作了深刻的交流和互动。 

     我们看到高三、高二、高一的珍珠生对于所面对问题的

侧重点不同，就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讲解了大学的所见所

闻，还有我们面对高中学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且我们为和

珍珠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更好地帮助他们，制作了爱心

卡片，上面有我们的信息。 

活动中，学弟学妹们认真的听我们将我们眼中的大学，

真实生动，让他们对大学充满了憧憬和向往，看着那一双双

期待和有神的眼睛，我觉得我们长期精心的准备没有白费;我

们一个个深入到他们当中，认真的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

题，和谐而又融洽，当带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方法时，他们激

动的要跳起来了。 

  ——甘肃榆中一中白莉霞 

（甘肃中医学院） 

     刘玉凤 

（浙江工商大学）   

2013年1月22日下午三点整，白山二中三个珍珠班的在校珍珠生齐聚于逸夫楼中，珍珠大学生回母

校交流活动，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拉开帷幕。在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此次返校的6位敏实

珍珠班毕业的珍珠大学生分享了丰富多彩的大学经历和心得体会，又将珍珠生大家庭“薪火相传”的信

念和愿景传递给小珍珠，为小珍珠带去正能量。 

在活动结束之后，珍珠大学生回母校交流小组成员收到了来自小珍珠的短信。短信中，一句“不孤

单”让我们看到了此次活动的价值。在高考这条路上，虽然满布荆棘，但是绝不是孤军奋战，在每位学

子的身后都有一大批人的关怀，尤其是对于珍珠生来说，尽管可能背负

了重于常人的负担，但是在珍珠生的大家庭中，关怀和温暖会一直陪伴

着你们，孤单的时候不妨想想身边的那些亲人，那些爱。 

    期待明年会有新的珍珠大学生回母校继续传递爱的能量，同时也祝

愿正在为战胜高考而拼搏的同学们成绩更上一层楼，预祝即将面对高考

的同学们金榜题名！ 

——吉林白山二中 董耀凤 

                                      （上海同济大学）    

  

◎ 

珍
珠
，
珍
珠
，
不
孤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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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什么，起码我们还在路上 
又是一天，太

阳东升西落；

又是一年，日

月 轮 转。而

我，已然在象

牙塔内，饱览

群书，与名师

对话。 

忆惜我们，现在的他们真的好认真，我十分

惊讶，尤其是好多男同学，求知欲十分高，总是

问学姐学长这个怎么学，那个问题怎么解决，那

一个个求知的眼神在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当时的我们也是这样好问吗？也像他们一样

羡慕已毕业的学姐学长吗？像他们一样对大学生

活充满期待，憧憬…… 

不在同一个时间，从事的事情真是不一样

啊。不知当年我们高考时，有多少人悠闲自在，

而我们却心急如焚；又有多少人正在从事研究工

作，而我们还在路上；又有多少人生活在夜里，

而我们却白昼明清……不知明年的他们在紧张高

考时，我们、他们、还有你们在做些什们呢？ 

看着他们，仿佛回到了那个搏斗的战场，真

心的祝福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新疆乌鲁木齐23中 王智华 

（武汉大学）  

◎感恩的心，把我们连在一起 
活动圆满结束了，虽然期间出现一些小问题，但我还是非

常的开心，也十分兴奋。作为这次小活动的负责人之一，我为

我的团体，我的班级而感到非常的自豪。自发参加这次活动的

同学远远超过了我的设想，有很多同学听说有这个活动要举办

的时候，都联系了我，表示很想参加活动，所以我们参加活动

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之前报名的人数。 

我们没有经验，好几个同学都是从学校赶回母校，时间也

很仓促，但是我们都是很认真，很积极的去准备。为了让活动

顺利的进行，我们都提前一天到了母校，把每一个细节都仔细

讨论，反复斟酌。当我看到那一双双充满好奇、热情，充满活

力的眼睛的时候，感觉是那样的熟悉，就像看到了曾经的我

们，对未来，对大学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对高考有一点点的自

卑又是那样的期待。是那首“感恩的心”把我们深深的联系起

来，也是“珍珠”这两个字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更是“爱”把

我们变成了一家人。在这样的一

个大家庭里每个人都那么可爱，

那么优秀！ 

感谢基金会给我们这样一个

机会，让我们跟小珍珠们交流。

也感谢学校的支持和同学们的积

极参与。希望这样的活动一直延

续下去，就像把爱传递下去一

样！             —— 甘肃白银一中高娴（中国计量学院） 

◎回馈母校  锻炼自己 
   刚刚收到同济大学这帮曾经的战友的邀请，

说要返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分享高考经验。心里

颇为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回馈母校的机会，也顺

便锻炼锻炼自己。 

   此次交流会效果还是不错的：和学弟学妹们

交流交流，也算是给高考前的他们鼓鼓劲儿，加

加油，长长信心。我们和101中学的几位同学合

作也是蛮有默契。我们设计了个人针对某一科目

给出建议，问答环节，也适当加入了一些小游

戏。 

   在23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我们首先与13届

珍珠生进行了交流。了解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也尽可能给出解决方案。能够结合亲身经历给予

他们指导与帮助我感到很高兴。     

    若以后还有类似机会，我也乐意积极参与！  

——新疆乌鲁木齐23中 彭东亮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们在大学等着你们 
那天下午，阳光温和灿烂，晒得大家脸微红，这冬日难得

的阳光也来凑热闹。参加这次在兼善中学活动的大学生共有11

人，其中还有两位是大二的学姐学长，都来自上海，听说我们

这个活动后，都很乐意来，跟学弟学妹们分享分享经验，带去

属于自己不同风格的正能量。我们把人群分成了4组，每组由一

个大学生带着活动。并让他们想出自己的响亮的组名，霸气的

口号和亮眼的造型。火药味从开始就蔓延，让大家很兴奋很刺

激。接着我们开始放松玩游戏。 

大家坐成一个心形，先由各个大学生讲自己的经验或建

议，然后就是他们的自由提问环节。因为之前都调查过他们的

困惑或者问题之类的，而且都把那些问题分散到大学生群中，

所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又摆脱了教室封闭压抑的空间，转

移到空旷的草坪上，大家更容易放松，而且更容易敞开心扉，

效果感觉会更好一些。 

大约到了下午4点30左右，我们站在草坪上，一起唱出陪伴

我们几年的“感恩的心”。活动于此正式结束了。 

那些学弟学妹们，我们在大学等着你们。现在什么都不要

犹豫，只要朝着向往的方向，坚定的走下去，你就会胜利！ 

高考！加油！ 

——上海大学生“兼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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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走遍天下，珍珠情满天涯” 
——大学珍珠生寒假返回母校活动照片集  

他
们
有
他
们
的
高
考
，
我
们
有
我
们
的
大
学
，

这
次
活
动
只
是
一
粒
石
头
，
引
起
了
我
们
心
头

那
片
平
静
湖
水
的
荡
漾
，
一
圈
圈
涟
漪
是
我
们

前
进
的
动
力
，
希
望
我
们
可
以
一
直
记
得
这
种

感
觉
，
一
直
勇
敢
的
走
下
去
！ 

 
 
 
 
 
 
 
 
 
 
 
 
 
 
 
 

兼
善
中
学
返
校
珍
珠
大
学
生  

所有我怀念的也都

真实的在我的眼前，原

来的教室，原来的班

训，原来的荣誉，最亲

爱的同学，还有永远的

恩师。这些最珍贵的，

一直都在我心里。 
—— 甘肃白银一中  

缪晓红  

（北京邮电大学） 

Page13 



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因
为
爱
和
责
任
聚
在
一
起  
        

珍
珠
大
学
生
联
谊
照
片
集 

接受爱，传递爱，奉献爱，把爱传递得更久远…… ——珍珠心语 

现在的一切都是命运的礼物，珍惜他们，快乐生活！——珍珠心语 

现在的一切都是命运的礼物，珍惜他们，快乐生活！——珍珠心语 

从我们成为珍珠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注定比别人拥有更多的家人，更多的朋友 ——珍珠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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