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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金秋时节，和风送爽，各地

大学开学的日子到来。北京、天

津、上海、兰州、郑州、西安、

长春、常州等各地的珍珠大学

生，在新一级珍珠大学新生到来

的季节，提前筹备，积极开展了

丰富多彩，不同形式的“珍珠生

迎新活动”：有帮助小珍珠领路

到校报到的，有为小珍珠陪同家

长安排住宿的；有举行迎新联谊

会的；有夏令营经验分享的；有

举行中秋迎新晚会的等等。各类

迎新活动，让初到异乡的小珍珠

们，感受到了珍珠大家庨的温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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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长安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 

上海华师大、交大 

天津工业大学 

简讯 2013年8月下旬起，全国各地中学纷纷
开学，在遍布全国各地109校新一级高中校园里，珍
珠新生们纷纷走迚了久慕的高中课堂。与此同时，
基金会同仁们，也纷纷背起行囊，开始2013年的艰
苦的高中珍珠新生访视工作。（详情见本期《专题
报道》） 

2013年度珍珠新生访视工作拉开帷幕 

      自2008年“世界华人保险慈善公益推广会”成立以

来，与“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合作，为“捡回

珍珠计划”活动募集款项，至今已帮助896位“家庨特

困，成绩特优”的珍珠生重新踏上求学之路。保险行销

集团热心公益事业，无私奉献，号召保险从业人员激发

善心，将保险大爱的精神推己及人，为创造一个和谐与

友爱的社会尽一份心力！ 

       2013年“保险行销集团30周年庆暨第十届世界华人

保险大会系列活动”于7月5日-6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隆重召开，为了感召更多的人启发善念，加入到慈善的

公益活动，特邀请了本基金会姚霁光秘书长及梁云霞、

陈飞熊两位大学珍珠生代表参与访谈。 

      我们相信这一份善的种子，一定会影响更多人来兲

怀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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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22日至27日，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第

六届全国珍珠班校领导暨班主任培训在平湖举办。140多

位来自五湖四海各省市自治区的“捡回珍珠计划”的各合

作高中的校领导与新一级珍珠班的班主任们齐聚一堂同唱

创办人王建煊填词的《有爱走遍天下》隆重拉开开幕式的

序幕。 

        培训为期一周，本期培训除了常规的课程外，还特

别邀请了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青少年项目特别顾问 

“上海一致心理教育机构”高级顾问,心理教育培训专家

郭铁军教授为参训老师带来了《做珍珠生的心灵陪伴者》

特别讲座。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体验教育与冒险治疗博士谢

智谋教授在培训的最后一天，带领学员们体验了《不再一

样》的体验教育课程。 

       2013年8月1日至7日，160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珍珠生，因着“有

爱走遍天下”共同的理念，怀着一

样的梦想，一样的期待，在平湖新

华爱心高级中学，基金会本部所在

地，参加了为期8天的珍珠生夏令营

活动。 

       夏令营活动丰富多彩为期两天

的素质拓展训练让同学们对团队合

作，人际沟通，创新思维等有了速

成似的体验；杉树计划分享，让珍

珠生们更了解杉树教练们的无私奉

献；柳传志先生、于隋军、刘秒、

林友琴、姚琼、王玉麟等老师们的

讲座，使学生们在自信、励志、创业、职场规

划、演讲技巧等方面都得到受益匪浅的教导；国

际舞乐舞培训让学员们耳目一新。 

       在结营晚会上，一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

树在》让大家都落泪了，孩子们说，在他们的生

命中，除了家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兲怀他们的

人。在 未 来“珍 珠 生”们，会 一 定 在！会 一 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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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珍珠计划 

爱心图书室 

凉山女童班 

爱心小学 

二〇一三年 三 季 度 项 目 执 行 简 报 

姚秘书长与珍珠生一起用餐 

今年完工的化雨爱小教学楼 

白茨滩小学江芷爱心图书室 

任贤齐一行探望彝族女童班 

        2013年6至7月本会与109校完成了《2013级珍珠班协议书》的签

订工作，各校在此基础上迚一步深化招生力度，严格落实资格审核及

家访工作，幵于8月底基本上完成了2013级5761名高一珍珠生的招生工

作。为确保每一位珍珠生都符合“家庨特困、成绩特优”的双特原

则，把捐助人的爱心落实到真正需要的孩子身上，本会工作人员将从

8月底至11月初，历时两个多月到今年合办新高一珍珠班的109所珍珠

学校迚行访视核查，与每一位珍珠生一对一面谈幵抽样家访。截至发

稿时已有2/3的学校完成了基金会访视工作，相信经过校方及本会层

层把兲，“捡回珍珠计划”一定不负捐助方重望！ 

       2013年“捡回珍珠计划”大学段申请审核工作正在迚行，今年有

1527名申请大学段奖助学金，审核结果预计10月在基金会网站公示。 

        三季度爱心图书室项目共完成了2所图书室： 

1.甘肃白银市白银区白茨滩小学  “江芷爱心图书室” 

2.安徽宿州市第二十小学 “小麦爱心图书室” 

       另有内蒙的一所图书室即将寄出图书，青海的一所图书室尚

在联系安排中。 

       本季度爱心小学项目执行中，有一所爱小签订了协议：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 “鲍柏强生爱心小学”。 

       其他各校正在建设中。山东枣庄峄城区榴园镇 寿峯爱

小、陕西洛南永丰镇 秋宁第三爱小，这2所学校预计会即将

完工。 

 2013年9月，凉山州布拖县石咀小学新增3个女童班，分别

命名为：BB女童班、敦和女童班、中欧114女童班。截至目前

石咀小学共设6个女童班，人数总计29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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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年段感谢函 

一位珍珠生三年 de 心声 

【编者按】 

    珍珠生学子都是“特贫”、“特优”的双特生，因

为家境的贫困，这些孩子们往往比一般的孩子承受着更

多因贫困而带来的心理压力。关注珍珠生的心理健康，

一直是本会十分重视的一项课题。本期会讯，我们特选

了一个家庭赤贫的珍珠孩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孩

子高中三年，在写给捐助人的感谢函中的心声。或许我

们都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在对珍珠生的心理关怀的

工作上，能为他们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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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年段感谢函 

◇ 高三年段感谢函 

 

小花絮： 

         该生2013年夏参加高考，目前就读于

山东某重点大学统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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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爱心人士: 

       大家好! 

        我 是「一 公里 一 份爱」
发 起 和 执 行 人 之 一，程 思
齐。7月7日，我和父亲安全
回到了上海，结束了在西藏
的旅程，完成了个人的18岁
成人礼。全名为「一公里一
份爱，程晓伟和女儿程思齐骑行滇藏线，为捡回珍珠计划宣传募捐」的活动也在7月1日晚间骑到拉萨时圆
满结束。一路上得到大家通过微博和微信表达的诸多关注和鼓励，在此一并感谢。 

      这次骑行6月16日从香格里拉出发，7月1日到达拉萨，共耗时16天。考虑身体状况、天气、路况等因
素，我骑行翻过4座4000米以上的垭口(其中两座5000米以上)，最长一天骑行164公里，全程共骑行836公
里。我父亲翻过了计划中全部的高海拔垭口，一共7座，全程共骑行1147公里。我们父女一路一起经历了各
种身心上的挑战,总共实际骑行1983公里。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体验,收获巨大。我非常感恩能有这个机会。 

      在骑行过程中，除了个人信仰的力量一直在鼓励我坚持不懈以外，还有一个动力来自用自己的骑行宣传
＂捡回珍珠计划＂这个承诺。＂能为有需要的人做些什么。＂这个想法让我在疲倦不堪的时候依然能坚持一
圈一圈踩下踏板。我希望我们的追求善的热情和行动能引起更多的共鸣，从而一起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作为一个有幸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高中生，我深刻理解高中教育能给一个少年带来的改变。「捡回珍珠计
划」通过为每位捐助对象提供三年7500元的资金（同时学校会减免住宿费和学费），使得学习优秀但家庭
贫困的学生能够完成高中教育。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有几千名全国各地的高中生得到资助并考上理想的大
学，其中一半以上的同学迚入了重点大学。这个计划还为珍珠生们提供大学期间的全程辅导，使得他们的命
运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我拜访过'捡回珍珠计划'上海办公室，看到珍珠生们成长轨迹的纪录，我被他们寄
语中的期待和斗志打动着。 

      在此，我真诚呼吁各位伸出您的援手，一公里一份爱，为那些因为贫困而正在失去机会的高中生们捐出
和我们父女骑行的总公里数等额的1983元。你们的善款将汇成一笔笔能支持每位贫困孩子三年学习所需

7500元，你们的份份爱心将筑起他们通向
未来的桥梁。我们将在基金会工作人员的配
合下，向大家报告善款使用情况。你们的善
行公德无量！ 

     为了我们记录并报告捐款的来源和用
途，请务必在汇款附言中写明＂一公里一份
爱＂以及捐款人姓名。 

      再次谢谢大家！ 

      The Hockaday school 学生 

                                                程思齐                                                                        
2013／7／8 

   一公里 
     一份爱, 向「捡回珍珠计划」募捐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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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第二中学于2008年8月25日落成开学，是一所国有公

办完全中学。访视同仁于2013年9月23日抵达普洱二中，

对40名高一预录珍珠生进行面谈，并家访李某燕、李某筠、江某三名学生。

捐赠方弈慧投资随行访视珍珠班，与学生亲切交流并参与面谈。 
 
 
 
 
 
 
 

。 

● 云南省普洱市第二中学 

 学校概况 

 家访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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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泉县第一中学，是河北省示范性高

中，省、市、县三级重点中学。她创办于

1948年,始称“热河省立第四中学”。 

    访视同仁，9月6日抵达

平泉一中，面谈了学校44名

学生，并做若干家访。 

    “121在一起珍珠班”的

捐赠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北京1201班的12位校友

也来到平泉看望所资助珍珠

生。举行开班仪式并与学生

一同交流，效果很好。 

● 河北省平泉县第一中学 

 学校概况 

 家访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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