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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欣欣》是⼀棵⼩树苗，将在你⼀铲⼟，我

⼀壶⽔，他⼀捧肥下成长。它的使命是见证
⼀拨拨⼈，⼀代代的努⼒和汗⽔，如何成就
出⼗年树⽊，百年树⼈的辉煌。

《欣欣》是⼀座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地区、

省份和中美两国的⼈⺠。它的理想是让距离
不再成为问题。⼤家彼此关注着，⿎励着，
⼿拉着⼿，消除城乡的教育差距。

《欣欣》是⼀道风景，不仅有慷慨解囊、

乐善好施的暗⾹疏影，也有义⽆返顾、废寝
忘⾷的桂⼦飘⾹，还有结草衔环、发奋图强

的莺歌燕舞。恰如“⽊欣欣以向荣，泉涓涓⽽
始流”。这⾥充满正能量。

《欣欣》是⼀曲交响乐，各⾏各业、城⾥

城外，同⼼协⼒，为着共同⽬标⼀往⽆前的

⼈们，既能演奏出⾃⼰的美妙旋律，⼜能倾
听到同伴的精彩⾳符，更能欣赏到集体协作
的动⼈乐章。

编
辑
团
队
2

孙戎，

北京⼤学、

赵⾦萍，东北师范⼤学中

编，百花⽂艺出版社、

体编辑⼯作。参加欣欣义

硕⼠，曾任《散⽂》主

新加坡国⽴⼤学社会
学硕⼠。从事社会研
究、市场研究与开

刘雁，南开⼤学中⽂系

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

发。曾为欣欣教育基⾦会制作《欣

商务印书馆教科⽂出版中⼼主任，

《欣欣孩⼦们的梦想》、《欣欣的

奖，国家图书馆⽂津图书奖等多种

欣 的 梦 想 》、《欣 欣 筑 梦 ⼈ 》、
故事--⼼路历程》等宣传视频。

所编辑出版书刊曾获得国家期刊

奖项。2014年移居美国，创办壹嘉
出版。

⽂系毕业后，⼀直从事媒
⼯两年时间，主要负责欣

欣教育基⾦会⽹站的⽂字
编辑⼯作。

· 会⻓的话 ·

薪火相传 继往开来
袁⽂

当1998年我来到美国从事⾼科技⼯作，欣

教育为重⼼，探索将科技与农村教育相结合

⽼⼈们在东北家乡⽤⾃⼰微薄的积蓄捐建了

⽬帮助孩⼦们全⽅⾯健康发展；我们将依托

欣教育基⾦会已经成⽴⼀年。这⼀年，创会
3所⼩学。11年后，我在为⼀个科技社团主
持慈善义卖活动时，与欣欣初次接触，深深

地为欣欣的义⼯⽂化与关爱精神所吸引，加
⼊了欣欣义⼯团队。此时，欣欣教育基⾦会

已经在⼏任会长的带领下，发展成⼀个由上

百位义⼯组成的慈善组织，在中国25个省
的贫困地区捐建了300多所学校。

加⼊欣欣6年，我担任过欣欣的区域负责

⼈，推动我的⺟校复旦⼤学加⼊欣欣的⼤学

⽣⽀教项⽬，参与筹建欣欣⻄北地区师资培
训中⼼，负责设施改善项⽬等，并在今年7

⽉接任欣欣教育基⾦会会长。欣欣的前辈们
开拓了欣欣之路，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发展

的道路；我们也希望教育回归本质，提供项
中国代表处，发展国内义⼯组织，更好地开
展各种项⽬，我⽅也将加强和其他各类组织
的合作，利⽤社会各界资源共同为缩短城乡
教育差距⽽努⼒。

每次回国⾛访欣欣学校，孩⼦们清澈的眼

睛充满了对学习和未来的渴望，总令我感
动。这也是我⽴志在欣欣之路⾛下去的动

⼒。我也深深感谢欣欣众多慷慨的捐款⼈，
热⼼的⽀持者，⽆私奉献的义⼯，还有许许

多多的合作伙伴，是你们让欣欣取得今天的
成就。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加⼊我们的⾏

列，让欣欣之⽕继续传递下去，让孩⼦们实
现他们的梦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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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总动员 ·

2015欣欣
北京代表处在⾏动
欣欣教育基⾦会在2013年得到中国⺠政部批准，
在北京设⽴了代表处。⽬前丁永庆副理事长（前任会
长）任⾸席代表，毕卫任代表处主任，⿇洋为⾸席代
表助理。2015年国内义⼯队伍已有了长⾜发展，现在
有44⼈，遍布全国各地。有在职或退休政府官员、企
事业专业⼈员、教师等，也有年轻的⼤学⽣。他们分
别在不同的欣欣岗位上，为那些有需要的孩⼦们付出
着爱⼼和帮助。
2015年，中国义⼯先后参与组织了校长培训
班、欣欣教育论坛等活动，充当基⾦会与欣欣学
校的沟通桥梁，并积极探访学校，实地了解学校
4

的发展、资⾦的利⽤、当地⽼师及学⽣的需求等
等，及时反馈给基⾦会，使得基⾦会能够更好地
规划对欣欣学校的项⽬。
国内义⼯的增加和积极⾏动，也为欣欣教育基
⾦会带来了新鲜⾎液与活⼒。2015年暑期，来⾃
全国各地的欣欣义⼯齐聚北京，与从美国回来探
访学校的副理事长、会长及重要义⼯等⼀起举⾏
了为期2天的义⼯交流会。不少义⼯主动献计献
策，为基⾦会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北京代表
处将带领国内的义⼯在2016及未来发挥更积极的
作⽤。（ ⿇洋/⽂）

第⼆期欣欣校长培训
收效良好

为进⼀步缩⼩城乡教育差距，推进中国农

创新中⼼共同主办的“互联 ⽹+时代的农村教

和竞争能⼒，帮助全国众多欣欣学校校长们了

家的精彩演讲。 ⼀周的学习获得了校长们的

村教育改⾰与创新，提升农村⼩学校长领导 ⼒
解欣欣教育基⾦会，建⽴学校与欣欣教育 基⾦
会之间的较好联络，也为全国众多欣欣学校校

长间搭建⼀个交流平台，2015年7⽉25 ⽇，第

育发展”研讨会，聆听了⼏位国内著名教育专
热烈反响。

结业典礼上，来⾃新疆博乐达镇欣欣学校

⼆期欣欣校长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学举⾏。来

的都 秋芝校长诚挚地说：教授们关于引领教

绕着教学管理、学校建设、⼈⽂关怀、教学模

智的 授课，如春风化⾬般地吹进了我们的⼼

家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并实地参访了北京京师

展、 探索交流的平台才刚刚搭建起来，“众志

教育基⾦会和北京师范⼤学教育信息技术协调

⽂）

⾃全国20个省、⾃治区的53位欣欣 学校校长围

师职业发展的讨论，对课程的指导，幽默、机

式等理念和思想进⾏了学习、交 流，与教育专

⽥。七天的培训虽然结束了，可是我们共同发

实验⼩学。最后⼀天，校长们 还参加了由欣欣

成城，欣欣向荣，我们会做得更好！”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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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风采 ·

乡情难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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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欣欣基⾦会创会理事常伯伯、万阿姨

刘 雁/ ⽂

在

欣欣基⾦会，义⼯们都尊

敬⼜亲切地将创会⼀代的⽼
理事们称为伯伯、阿姨。万家
福阿姨和常秉仁伯伯便是其中
之⼀。

从创会到今天，这对⽼

夫妇已经捐建了五所欣欣学校。他们⼀⼿参

与创建的欣欣教育基⾦会，也已经成长为⼀
个颇具规模，成就可观的基⾦会，并且还在
不停地发展壮⼤，欣欣向荣。

捐五所学校，意味着他们慷慨捐掉了5万

美元。我曾很⾃然地认为常伯伯万阿姨的家
境⾮常好。当得知他们都只是普通⼯薪族，

捐款是⽤微薄的退休⾦，乃⾄凑上卖掉⾃⼰住房的钱筹 伯伯的合影，还有⼀张常伯伯⻘年时期的单⼈照，照⽚上
来时，我的⼼猛地跳了⼀下。

的常伯伯是标准的浓眉⼤眼，仪表堂堂，⼀看就是个可以

去拜访万阿姨时，常伯伯刚去世不久。相濡以沫陪 信赖的忠厚之⼈。

伴⼀⽣的⼈突然去了，⽼⼈⼩⼩的廉租公寓变得空荡荡

“他对⼈特别好。不管是对我，对孩⼦，还是对亲戚、

起来。万阿姨还会习惯性地招呼常伯伯吃药、吃饭、散 朋友乃⾄陌⽣⼈，只要对他要求些什么，他都会尽⼒去
步，但总是话⼀出⼝才意识到，不再有⼈需要⾃⼰照顾 做。”万阿姨回忆起李济先⽣晚年病中想喝葡萄汁，常伯
了。万阿姨被接到了⼆⼥⼉家居住，⼀来换个环境，也 伯为了买葡萄，⼏乎找遍了全城。
换换⼼情；⼆来万阿姨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动不
便，也需要⼈照顾。

万阿姨姓万名家福，湖北潜江⼈，出⾝书⾹门第。

他们是1978年移⺠来美的。为什么要放弃在台湾的舒适⽣

活，在⼈到中年时来到异国他乡，从零开始打拼？

到1978年，⼤陆和台湾还处于敌对状态，互相不通航也不

著名戏剧家曹禺是她的堂兄，她的堂舅李济，是中国考 通邮。万阿姨是随⽗⺟家⼈⼀起来到台湾，常伯伯却还在少年
古学的开创者，曾主持殷墟发掘⼯作。她的⽗亲万德固 时就离开了⽗⺟，从此再⽆⾳讯。常伯伯想家，想⽗⺟亲⼈。

是⼀位化⼯专家，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肥皂⼯业》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思念也越来越浓重，⽆法排解。他只能
专业译著。常伯伯是辽宁葫芦岛⼈，家境殷实，因为战 ⼀封⼀封地写家书，将想对⽗⺟说的话，记在信⾥。
乱，常伯伯还是个中学⽣就流落他乡，继⽽考取了当时 累，家书积攒了厚厚⼀摞，却⽆法投寄。
位于成都的⻩埔军校，成为⼀名军⼈。

⽇积⽉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互相派驻联络处，常伯伯

万阿姨和常伯伯是在台湾相识的。当时她在⼀所中 就意识到，中美之间的坚冰已经打破，借道美国回国探亲的想

学当代数⽼师。常伯伯那时已经从台湾⼤学毕业，在同 法冒了出来。到1977年，台湾⼜颁布了《取缔伪匪物品管理办
⼀所学校当教官。“他⾼⾼⼤⼤的，朋友们都说他英俊威 法》，对对岸的敌意让常伯伯绝望；⽽中美之间关系越来越
武。”说起常伯伯

，万阿姨的脸上浮现出温情的笑意， 近，让他看到希望。他很快下定决⼼，全家移⺠美国。

语⽓⾥仍然⼀往情深。她的客厅⾥，摆放着很多她和常

尽管受过正规的⾼等教育，有过体⾯的⼯作，到了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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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从头开始。餐厅的杂⼯，印刷⼚装订⼯，电脑

公司的装配⼯、焊接⼯，录像带公司的查验⼯，他们都

⼲过。善良忠厚的常伯伯还有过被骗的经历，打了⼀个

⽉的⼯，得到的竟然只是⼀张⽆法兑现的空头⽀票。好
在后来遇见常伯伯的⼀个学⽣，已在这⾥⼀家⼯⼚当⼚

长，于是两⼈在⼚⾥当了⼯⼈，安顿下来。接着万阿姨

⼜在德安扎学院得到⼀份教中⽂的⼯作，⽇⼦渐渐步上
正轨。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常伯伯迫不及待地办了签

证，和万阿姨回国探亲。

带着⼤包⼩包的礼物，回到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

区台集屯的家乡，常伯伯没能见到⽇思夜想的⽗⺟。常

伯伯是⼩业主出⾝，他的双亲在五⼗年代受到冲击，早
已辞别⼈世。满⼼期待的常伯伯遭受了沉重⼀击。家乡

年轻时的常伯伯和万阿姨

⼩学校的情形更令他难过。当时的中

成⽴对常伯伯不啻是⼀次新⽣。他将积

所。

兴。 乡村的贫困，学校的破败，孩⼦

寄的爱， 毫⽆保留地倾注到了欣欣的

⽣活不便，经济压⼒也很⼤。但只要是

舒畅，再也不⼀肚⼦⼼事了 。”万阿姨

时，常伯伯还拖着病体回国看望欣欣学

国刚刚从⽂⾰内乱中⾛出来，百废待

们失学情况的严重，令常伯伯痛⼼不
已。回到美国以后，常伯伯开始喝闷

酒，失眠，原本开朗的⼈变得⼼事重
重。

攒了⼤半辈⼦的对⽗⺟、对故乡⽆法投

事业中。“他⾼兴啊，特别⾼兴，⼼情
回忆说。

乡梓情深，万阿姨和常伯伯捐建的

成⽴⼀个教育基⾦会，帮助国内还

第⼀所学校，就是常伯伯家乡的⼩学，

的发展，这个念头是在⼀次与东北同

常⽟章纪念欣欣⼩学”，接下来，他们

在贫困中的学校和孩⼦们，帮助祖国

乡好友们的聚会中产⽣的。1997年，
欣欣教育基⾦会正式成⽴了。 欣欣的

以常伯伯⽗亲的名字命名为“台集屯镇

⼜捐了万阿姨故乡湖北潜江和李济先⽣
故乡湖北钟祥的⼩学，及其他⼀共五

常伯伯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透析，

欣欣的事，他就乐此不疲。近80⾼龄
校的⽼师和孩⼦们，对⾃⼰的⾝体不适

和经济情况不曾提起⼀句。听到孩⼦们
稚⽓的声⾳呼唤“常爷爷”、“万奶奶”，他
笑得⽆⽐舒⼼。

离开万阿姨家时，我们请万阿姨对欣

欣说⼏句话。让我们略有些意外⼜感动
的是，这位欣欣最该感谢的⼈之⼀，说
出的是更多的”谢谢“：

“欣欣发展到今天，要谢谢后来的义⼯

们，你们掌握新的技术和优秀的管理才

⼲，才让欣欣取得这样的成绩，感谢你
们。听到还有孩⼦学成之后，成为我们
的义⼯，愿意回到家乡去教书，这是我

最⼤的惊喜，也令我感激不已。他们是
我们未来的希望。谢谢你们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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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世界 ·

欣欣读书⽉活动

学⽣获奖作品精选
本期学校：湖北潜江欣欣⼩学
推荐⽼师：杨玲林

本校是欣欣在湖北修建的第⼀所学校。
捐款⼈是万家保（万家福的弟弟）

图为湖北潜江欣欣⼩学本次读书节
活动中得奖的学⽣们

⼩作者：曹雅轩

五年级学习委员，酷爱诗歌，活泼
可爱的她经常吟诵美丽的诗句，动
与静在她⾝上融合得恰到好处。

读

『飞
鸟

集』
有
感

“让⽣命如夏⽇花朵般美丽，死亡如秋叶般平静。”“鸟⼉愿为⼀朵⽩
云，云⼉愿为⼀只鸟。”“天空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这是多么
优美的句⼦啊！这些句⼦让我印象深刻，它们都出⾃泰⼽尔的经典诗集
《飞鸟集》。

《飞鸟集》由105段诗歌组成，每段诗歌都只有简短的三句话。但是多

读⼏遍《飞鸟集》，再细细品味，你会有不⼀样的感觉。我觉得泰⼽尔的
经典诗集是爱与美的交织。

刚开始读《飞鸟集》，我就喜欢上了它的语⾔。它的语⾔优美，朗朗

上⼝，有⼀种甜蜜柔嫩的新鲜⽓息，如花朵般绽放在每⼀页。第⼆遍读泰
⼽尔的诗，觉得韵味醇厚，使⼈深受教育。

“树根给予树枝果实，却不求回报。”这让我联想到⽗⺟。我的⽗⺟每

天早上叫我起床，然后去上班。下班后⼀个在家煮饭做菜，⼀个辅导我写

作业，很累很累。⽗⺟这么关⼼疼爱我，从来不求回报，我很感动。所以
我也要帮助我的⽗⺟做我⼒所能及的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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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世界 ·

⼩作者：李楷依

读《鲁滨孙漂流记》有感

六年级班长，独⽴⾃主是
她的⼈⽣信条，聪明能⼲
是她的⼯作表现，不畏艰
难是她的学习态度。

你相信有⼈在荒岛上独⾃⽣活了28年吗？你相信有个

⼈做到了连⼗⼏个⼈都难以做到的事么？你⼀定不会相

信，但真有这样的⼈。他就是诞⽣于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
倒霉⽽⼜幸运的鲁滨孙。

从⼀个梦想航海的孩⼦，到家财万贯的商⼈，到⼀个

成功的种植园园主，不幸流落到荒岛，最后凭着顽强的意
志⼒和⾃⼰的聪明才⼲，终于返回了故乡。这就是鲁滨孙
传奇的⼀⽣。

最让我难忘的是当鲁滨孙制作陶器的时候，他那份坚

忍不拔的精神。即使做得不是那么的精致，但他付出了百

分百的努⼒。就算失败了，他也没有放弃，⽽是⽤失败来
激励⾃⼰，使⾃⼰做出更加坚固，更加实⽤的陶器。

试幻想，假设我们流落到那个荒岛上，⼜会有怎样的

结果呢？我猜我们只会嚎啕⼤哭，撕⼼裂肺的喊着爸爸妈

妈。我猜我们只会呆呆地待在原地，⽩⽇做梦，想象着⾃
⼰马上能被解救出去，离开这个荒岛。进⼀步猜，我们不
知所措地哭着，根本不会想到⽤⾃⼰所学的知识和经验⾃

救。我们不是伤⼼，⽽是愤怒，会怪爸爸妈妈没有来救我
们。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不可能⽣活那么长时间，甚⾄连
⼀天都待不住。

我们就是那现实⽣活中，⼀个个被宠坏了的⼩皇帝、⼩

公主！我们认为凡事最好⽗⺟代劳，⽗⺟服务，⽗⺟应该
满⾜孩⼦的⼀切要求。结果呢，在⼀次郊游中，⼀位四年
级学⽣，他的妈妈给他准备了⼏个带壳的熟鸡蛋和⼀些⽠
⼦花⽣。但是他却连怎样剥鸡蛋都不会！

鸟⼉不会飞翔，怎能在天空⾃由翱翔；鱼⼉不会游泳，

怎能在⽔中戏耍……所以让我们像鲁滨孙⼀样，学会⽣
存，学会⾃我保护，学会独⽴。让我们成为像鲁滨孙那样
机智勇敢、不畏艰险、聪明能⼲、独⽴⾃主的⼈吧！

⼀起来读

《昆⾍记》
⼩作者：何光庆

五年级学⽣，聪明好动，头脑灵活，对⾃然界中
的各种昆⾍植物⾮常感兴趣，是我们的“⾃然界
亲和⼤使”。

⾼尔基曾经说过这样⼀句话——“读⼀本好书就

像和⼀个⾼尚的⼈对话”。⽽在我的眼⾥，书是我

⽣命中⼀道美味的佳肴。我读的书很多，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昆⾍记》。

《昆⾍记》的作者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科普学家

法布尔。他于1823年12⽉降⽣在法国。上⼩学

时，他常跑到乡间野外，兜⾥装满了蜗⽜、蘑菇或
者其他植物、⾍类。

看完这本书，我知道了：⻘⽵蜂是住在潮湿的

泥⼟中；螳螂的天敌竟然是动物中个头很⼩的蚂

蚁；狼蛛是所有蜘蛛中毒性最强的，如果⼈被它咬
到，就会⽴刻失去知觉，⽐它⼩的动物被它咬了就

会⽴刻死亡，成为它的美餐。《昆⾍记》中还有挥
舞着⼤⼑的螳螂，⽤⽣命唱歌的蝉，⼩⼼翼翼的舞
者蟋蟀，追逐阳光的歌⼿蝗⾍，天然的纺织家、万

能的⼏何学家、聪明的电报家蜘蛛，可爱⼩巧的萤
⽕⾍⼉，蜜蜂中的巨⼈⼟蜂……

你如果还想知道更多精彩的故事，请你和我⼀

起来看《昆⾍记》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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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世界 ·
⼭东张格庄欣欣⼩学学⽣作⽂选
推荐⽼师：于晓红

嗨，⼤家好！我是⼭东张格庄欣欣⼩学

四年级⼀班的王博鸿。我今年10岁，是
⼀个地地道道的⼩书⾍。我从⼩就喜欢
读书，同学们都说我是“嗜书如命”。呵
呵，我喜欢读书，因为书能带我进⼊⼤
千世界。俗话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亲爱的同学们，快快跟我⼀起
加⼊到读书的⼤潮中来吧！

我是⼀个⼤⼭⾥的孩⼦，从⼩爸

爸妈妈就外出打⼯，把我留给年迈的
奶奶照看。由于奶奶⼀边要操持家

务，⼀边还要上⼭⼲活，所以奶奶⼲

活时就把我放在地头上，任我“⾃⽣⾃
灭”，时间⼀长，我真成了⼀个名副其

⼭⾥娃爱读书

实的“野丫头”。

⼭东烟台张格庄欣欣⼩学 四年级⼀班 王博鸿

后来，我渐渐长⼤了，到了上学

的年龄，奶奶把我送到了村⾥的⼩学
——张格庄⼩学。在⽼师的培育下，
我学会了识字。阅读着课本上⽅⽅正

正的⽅块字，我感觉⾃⼰⾛进了⼀个
前所未有的神奇天地：书中的丑⼩鸭

孤零零地在冰天雪地⾥寻找亲情和温
暖，巨⼈的花园在孩⼦的花笑声中⽣
机盎然，美丽的⽩雪公主历经苦难最

分是⽼师的教科书、参考书，或者

学校专门成⽴了⼀个“欣欣图书

供学⽣阅读的只是⼏本寂寞地躺在

书孩⼦的“花果⼭”。我们在“花果

是可供⽼师阅读的⼏本专业书。可

书架上的《⼩学⽣作⽂选》。我失
望极了，缺少书籍抚慰的⼼灵是何
等的孤寂啊！

过了⼀段时间，⼀天，⽼师兴冲

室”。这⾥简直变成了我们这些爱读
⼭”上尽情地阅读着这些浸润着欣欣
长辈们关怀的书，别提有多开⼼
了！

在书籍的滋养下，我逐渐长

终获得幸福……这些故事就像⼀块块

冲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告诉⼤

⼤，视野逐渐开阔，看到了⼤⼭之

与以前那种疯跑疯玩瞎混⽇⼦不⼀样

⾦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

阅读能⼒不断提⾼，写作能⼒也是

磁铁⼀样牢牢地吸引着我。我发现了

的精彩，我强烈地热爱上了读书！于
是，我尽⼀切可能地阅读着⾝边的书
籍。可是令我沮丧地是，等我把⽼师

发的语⽂课本读完之后，就再也找不
到能读的书了。我央求着奶奶给我买

书，不识字的奶奶压根不⽀持我。没
办法我只好求助⽼师，⽼师将我带到

了学校的图书室，可是图书室⾥⼤部

10

家⼀个好消息。⼤洋彼岸的‘欣欣基
要捐赠我们学校⼀些适合你们阅读

的图书。欢迎⼤家踊跃借阅呀！”听
到这个好消息，我和同学们欢呼雀
跃，振奋不已。每当课余时间，我
就和⼩伙伴⼀起到学校的图书室借

书看。我们就像⼀块块海绵孜孜不

倦地吸收着书中的养分。更可喜的
是，从去年我们搬⼊到新学校后，

外的景象，随着阅读的扩展，我的

突飞猛进。在去年的全市中⼩学读
书活动中，我的征⽂——《凡事靠

⾃⼰》荣获学⽣组⼆等奖。捧着红

彤彤的获奖证书，我不由得想起了
那些从未见⾯的欣欣长辈们。我暗

暗下决⼼，长⼤后我也要做⼀个“欣
欣⼈”，尽⾃⼰的能⼒帮助他⼈，回
报社会！

学校的变化
⼭东烟台张格庄欣欣⼩学 五年级 王瀚迎

转眼，我们搬进新校园近两年

了，新的校舍，新的校貌总是激励
着我们前进。

记得，原来的学校只是⼏间简

单的平房；⼀⽚空⽩的⻩⼟地，种
上⼏棵树和⼀⽚草，就是操场；教
室⾥⼀块漆黑的⼤⽯黑板，⽼师每

每写字都会粉尘飞扬；冬天，同学
们经常被⽕炉的煤烟熏得直咳嗽。
后来，我们学校挂上了⼀个欣欣学
校的牌⼦，教室翻新了，地⾯铺上

新砖，还有了新的微机教室。每年

都有⼀些慈祥的爷爷奶奶和阿姨来
学校看我们，带来崭新的图书。⽼

师说他们是美国的欣欣基⾦会的⼯

作⼈员，是他们帮助我们改善了学
校的条件，我们要感恩。

⽽现在，我们的校园跟以前有

着天壤之别。漂亮的欧式教学⼤

多的知识。学校⾥集中供暖，我们
的冬天再也不会害怕寒冬的“袭
击”了。

我们特别喜欢的英语⽼师说她

楼；⼀⼤⽚精⼼设计的绿化带，红

假期去参加欣欣培训了，有外教给

各种健⾝器材，这就是我们活动娱

教我们背诵英语诗歌，我们更喜欢

⾊的塑胶跑道，篮球场，⾜球场，

乐的场所；学校⾥还设了各种功能
教室，像：舞蹈室、⾳乐室、科技

她讲课。⽼师给我们读英语绘本，
英语课了！

学校的每⼀个变化都让我感恩

室……，最喜欢那⼤多媒体教室，

欣欣基⾦会的叔叔阿姨们。我会努

也不⽤害怕风吹⽇晒了。另外，我

们帮助的⼈们。长⼤了我也会像欣

学校⾥举⾏⼤型集体活动，我们再

们每个教室⾥还配备了先进的教学
设备——多媒体展台及多功能的⽩

板，让我们更加开阔眼界，了解更

⼒学习去回报这份爱，回报给予我
欣基⾦会的叔叔阿姨们⼀样去关⼼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

⼤家好，我叫王瀚迎，今
年11岁。我活泼开朗，热
爱学习，尊敬⽼师，乐于

助⼈，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到各项活动，在活动中发

挥⾃⼰的才能与智慧。我

的 业 余 爱 好 ⼴ 泛 ，有 唱
歌 、跳 舞 、画 画 、习
作……经过我的努⼒，曾

担任过学校的⼩主持⼈、
学校的各项⽐赛中都获

奖。虽然我的课余⽣活丰

富多彩，但是我学习上也
丝毫没有松懈，成绩依然
名列前茅。

注： “神⼗”宇航员，中国第⼀位⼥航天员王亚平，就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

11

AAAAAAAAAAAAAAAA
AAAAAA

· 园丁杂感录 ·

⼼有多⼤，
世界就有多⼤
----美 国 欣 欣 教 育 基 ⾦ 会
2015年英语班培训⼼得

⼭东烟台市福⼭区
张格庄中⼼⼩学
教师 姜朝霞

在农村⼯作⼀年后，⼼⾥有许

的学业中解放出来，⽤⾃⼰的灵感

训来的是那么及时，像春⾬滋润着

⽅法， 因为教师的⼼有多⼤，教学

多的迷茫和些许的烦躁，⽽这次培
我⼲涸许久的⼼灵。我收获的不仅

仅是优秀⽼师所传授的教学技能，

为孩⼦创造更符合孩⼦天性的学习
⽅法就有多少。

⼼有多⼤，舞台就有多⼤，说的

更多的是⼀个梦，⼀个关于成长的

也是教师⾃我⾝份的认知。赵晓光

外教Ezra课后问我，有没有带

是啊，我这么年轻，为什么要默守

梦。

领孩⼦去草地⾥围成⼀圈听你讲故

事，我说never。他特别吃惊，突
然连我⾃⼰也很吃惊，为什么这么
简单的⼀个活动从来没带孩⼦做

过。想想⾃⼰是被许多⽆谓的条条

框 框 所 束 缚 了 。其 实 做 起 来 很 容

⽼师说，你不能只做⼀名教书匠！
陈规做⼀名教书匠呢。 学习永⽆⽌

境。单纯教好学⽣只是尽了⾃⼰为

⼈师的责任，⽽时刻充实⾃⼰才是
更加丰富的⼈⽣。⼼越⼤，⼈⽣的
⽻翼才会更加丰满。

易。应该把⼼放开，把孩⼦从繁重

写给欣欣的话

尊敬的美国欣欣教育基⾦会的叔叔
阿姨爷爷奶奶：

您们好，我是欣欣团结⼩学四年

愿您们在这美好的秋⽇⾥⾝体健

分发新课桌凳的那⼀天，同学们⼈⼈

团结⼩学的全体学⽣向您们⼀直以

来对我们团结⼩学的关⼼和⽆私帮
助表⽰真诚的感谢。

这⼏年来我们团结⼩学发⽣了很

善舞、兴趣⼴泛，是个聪明、
活泼⽽且⾮常可爱的⼩⼥孩。
推荐⽼师：费新东

⼤的变化。虽然我初来上学时，这

⼉就有教学楼了，但教室⾥的⽔泥
地⾯已坑洼不平，墙上也是斑斑驳

驳；篮球场上的⽔泥地也是年久失
修，只要⼀起风，就灰尘漫天。最

让我们苦恼的是教室⾥的课桌，有
的油漆已掉光，有的⽤杂树拼接了
桌腿，还有的桌⾯和桌腿就要分家
了……⽆论怎样，它们都有⼀个共

· 学⽣⼤世界 ·

但去年我们换上了崭新的课桌

凳，喷好了油漆的棕⾊钢管的桌腿，

康，万事如意！请允许我代表我们

团结⼩学四年级学⽣。 她能歌

个受罪！

级的⼀名学⽣。在这清风送爽的⾦

秋时节，⾸先送上我美好的祝福：

李响，10岁，安徽马鞍⼭欣欣

桌是平稳的。我们写起字来那真叫⼀

光滑平整的桌⾯，素净⼜好看。记得
喜笑颜开。⼀⼈⼀张桌⼦还带抽屉，

再也不⽤担⼼写字时被同桌⼲扰了。
⽼师要求我们平时爱护好课桌，其实
不⽤⽼师说我们也会像爱护⾃⼰的新
⾐服⼀样去爱护它们的。同时今年学

校把教学楼⾥⾥外外粉刷⼀新，教室

的地⾯也重新⽤⽔泥抹平了，宽敞⼲
净整洁的教室真让⼈⾼兴。篮球场也
重新浇筑了混凝⼟，平整⼜⼲净。

在这样的环境⾥读书真是⼀件幸

福的事！

再⼀次深深地感谢！

李响
2015.10.22

同特点——摇摇晃晃，没有⼀张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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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丁杂感录 ·
⾃从欣欣教育基⾦会对我校各⽅⾯⽆私捐资捐赠之后，学校的图书室
也适时开办起来。这⾥就成了我校教师们茶余饭后“充电”的沃⼟，更成
了盼书⼼切的学⽣们汲取知识，陶冶情操的精神乐园。
适逢读书⽉活动，我徜徉于图书室⾥的书⼭⽂海，领略着古今中外
的历史演变、⼈物传奇，欣赏着誉满海内的名篇巨著、风⼟⼈情。每⼀
次的触碰，⽆不是⼼灵的洗涤，精神上的升华。捧读这些书籍，从书本

2015年欣欣读书⽉
活动有感

湖北省⻩⽯市阳新经济开发区
银⼭欣欣⼩学校长 卢孝武

知识层⾯的⽆形感悟到欣欣教育基⾦会慷慨捐赠⾏为的有形认识，都给
我太多意外的收获与⼼灵的震撼。

⼆⼗⼀天的英语培

完教学⽰范后，给⼤家

训，所学 到的知 识对我

⼀个晚上的时间准备，

的教学有了很⼤的冲

要求同学们第⼆天要试

击，开阔了我的眼界。

着学习着运⽤到⾃⼰的

陈⼒⽼师的认真态度很

课堂练习中。这对我们

值得 我去学 习！他真的

来 说 ，真 的 是 ⼀ 种 挑

是⼀名钻研型的教师，

战 ，也 是⼀种 磨练 ，相

把每⼀课都研究得那么

信⼤家对⾃⼰的教学都

有新 意，可以让 学⽣在

有了很⼤的感悟。短短

快乐 中学 习。陈 艳丽⽼

的⼗四天他让我们展⽰

师⾃编的字⺟操⾳标操

了四次授课的机会，并

给我 们很多 启发！赵晓

且给我们每个⼈都打了

光⽼师的理论知识讲的

分 数 ，进 ⾏ 了 现 场 点

不是枯燥⽆味的理论，

评。回想当时和室友们

⽽是精彩的案例。

为了第⼆天的课，到⽹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

吧准备PPT，也许这就

Ezra和Neal两位外教。

是我们对教学的激情

他们的每⼀节课都那么

吧。现在还记得⼤家和

认 真 。开 始 的 时 候 ，教

外教最后道别的那⼀

室⾥ 没有 风扇，他们讲

幕，Ezra眼圈红红的，

课时⾐服都湿透了。

⼤家都很舍不得他们。

Ezra很专业，他经常做

但愿还有机会成为他们

2015年英语师资培训⼼得
黑龙江省伊春市⻄林欣欣⼩学
教师 周媛媛
的学⽣。

欣对我们的付出，把所学

虽然学习期间很

的知识运⽤到教学当中，

累，但是通过⾃⼰的努

培养出祖国优秀的⼈才！

⼒，我得到了优秀课和

如果还有机会，我⼀定还

优秀学员的证书。上台

会再来参加培训的，我也

领证的那⼀刻，我觉得

希望能够成为⼀名欣欣的

这两个证书真的是沉甸

志愿者！

甸的！我⼀定不辜负欣

外教正在为参加培训的英语⽼师们上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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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总动员 ·

“薪⽕相传”欣欣年会成功落幕

AAAAAAAAAAAAAAAAAAA
AAA

2015年12⽉12⽇，欣欣“薪⽕相
传”感恩答谢年会圆满落下帷幕。来⾃

湾区的三⼗多个社团及各界⼈⼠超过
⼆百五⼗⼈参加了这次盛会。中华⼈
⺠共和国驻旧⾦⼭总领馆副总领事邓
繁华到会致辞，库布蒂诺市市长张昭

富、副市长Savita并向欣欣教育基⾦
会颁发了祝贺状。

这次年会的主题是“薪⽕相传”，旨

在宣传欣欣⼈如何锲⽽不舍、薪⽕相
传的精神。欣欣教育基⾦会⼗⼋年间
在中国偏远贫困地区共捐助了340余
所欣欣学校，并持续帮助这些学校发
展，取得了骄⼈的成果。

欣欣各阶段的领袖⼈物邵中权、朱

伟⼈、李競芬、丁永庆来到现场，⽣

动感⼈地讲述了他们参与欣欣的⼼路
历程，以及因此带来的⼈⽣改变。

与会⼈员还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众志

成 城 ，有 奖 竟 猜 ”游 戏 ，通 过 抢 答 问

题，使更多⼈了解到了欣欣的项⽬、
义⼯团队、善款使⽤、运作⽅式等多

⽅⾯信息。有⼈抢答后表⽰，原来参
与公益慈善事业并不困难，欣欣教育

基⾦会搭建了⼀个很好的平台，让有
⼼帮助中国农村⼉童教育的⼈能够实

软件公司的捐款⼈说，欣欣将捐赠款项全部⽤于欣欣⼩学，⽽且

后表⽰愿意马上加⼊欣欣，为中国偏

基⾦会的重要原因。

现⾃⼰的愿望，也有⼀些⼈深受感动
远⼭区的孩⼦教育尽⼀份⼒量。‘年会

当天募款总额超过⼗⼀万美元。值得

⼀提的是从⼤陆来的华⼈新移⺠捐款
踊跃，⼀位来⾃⼤陆、现在美国开设

财务透明公开，持续18年发展有信誉，是她愿意捐款给欣欣教育
欣欣⻘少年合唱团、硅⾕⼥性等团体在年会作了精彩表演。这

次年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创新，给⼤家带来⽿⽬⼀新的感觉，
获得了圆满成功。（赵⾦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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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信息教师培
训班和电脑培训班总结
为了让欣欣⼩学的电脑教师接受更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培

训，也为拓展教师们的教学视野、丰富教学内容，欣欣教育

基⾦会联合长期合作伙伴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和专业信息技术

2015年英语师资
培训概述

近年来，欣欣学校英语教师呈现年轻
化、⾼学历化的发展趋势。他们对⾃⼰的业
务发展也有着更⾼的⽬标。应⽼师们的需
求，欣欣于2015年7⽉与湖南科技职业学
院、吉林师⼤⾼师培训中⼼、⻄北师⼤合
作，分别在长沙，四平和兰州分别开设了英
语培训班。在扶轮社的资助下，由欣欣在美
国招聘的暑期赴中国培训英语的教师团队
(VTT),为培训班学员带来美国最前沿的教学
⽅法和最实⽤的英语能⼒。此外，我们还邀
请到⼀些中国优秀的⼀线教师，结合教学实
际，传授经验技巧。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了

教师团队，于2015年7⽉在湖南长沙开设了⾸期⾻⼲信息技
术教师培训班。

信息技术班开设了PS动画制作、局域⽹使⽤与维护，

故障排除，机器⼈、信息技术教学与⽐赛等课程，为期2
周，⾸期学员52⼈。

培训班结束后，我们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到，学员对此

次培训有着很⾼的评价，满意度⾼达90%以上，⼤部分学员
表⽰希望再次参加此类培训。

不少学员认为，通过这次培训了解到信息技术教学不仅

仅是教学⽣练习打字、申请邮箱等，原来学⽣还可以通过这
门课了解到计算机、机器⼈技术。他们表⽰，培训不仅开阔
了教师们的视野，也提⾼了他们对信息技术教学⼯作的认
识，增强了他们⼯作的信⼼与决⼼。

⽽针对欣欣⼩学其他科⽬⽼师的需求，欣欣教育基⾦会

于2015年7⽉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吉林师⼤⾼师培训中

⼼、⻄北师⼤开展合作，分别在长沙，四平和兰州开设了电
脑培训班，培训重点放在办公、教学软件的使⽤，以及课件
制作⽅⾯。学员对这⼀培训的满意度接近100%，并希望这
样的培训继续开展下去。（⽩晴/⽂）

解到，学员对此次培训有着很⾼的评价。各

项调查中，“⾮常满意”和“⽐较满意”的⽐例均
在90%以上。他们特别指出，VTT团队不仅

有效地帮助学员提升语⾔能⼒，同时在教学
⽅法上也给了他们很⼤的启发和触动。此

外，通过培训，学员还在团队合作、沟通能
⼒等⽅⾯收获良多。

学员们热切希望今后有更多这种培训机

会，不仅可以提升⾃⾝素质，更让他们有能
⼒为欣欣学校的孩⼦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教
育。（⽩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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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后援团 ·

库珀提诺扶轮社
丁永庆/⽂

1

2

国

际扶轮社是⼀个⾮宗教，⾮政治

⼆⼗⼀世纪初，它看到中国偏远贫困⼭区农村教育除了

的国际性慈善服务组织。 ⼯作

政府做了⼤量的努⼒外，也急需社会慈善团体的积极参

项⽬包括⽀持教育、防御疾病、

与。于是，库珀提诺扶轮社牵头，联络了包括美国旧⾦

提供饮⽔、改善卫⽣和促进地⽅经济成长等。⽬
前该组织在全球⼆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约3.3万个
分社，120万名社员。
全球第⼀个扶轮社是由律师保罗·哈⾥斯于1905
年在美国芝加哥创⽴。最初，此扶轮社的定期聚
会是轮流在各社员的⼯作场所举办，因此以扶轮
（英⽂：Rotary）即轮流的意思作为社名。 国际
扶 轮 社 凝 聚 了 全 世 界 企 业 、社 区 领 袖 及 专 业 ⼈
⼠，推崇⾼尚的职业道德，⿎励社员以奉献社会
的服务精神参与个⼈、事业及社会⽣活，增进国
际间相互了解、亲善与和平。1955年成⽴的位于
美国硅⾕的库珀提诺（Cupertino）扶轮社，是美
国本地主流社会最有影响⼒的慈善公益社团。在

⼭，⻄雅图以及北京，上海，⾹港等多个只在中国⼀线
城市才有的扶轮社分社，为努⼒提升中国偏远贫困农村
学童基础教育⽽专门⽴项。
库珀提诺扶轮社的⼀些社员同时也是欣欣教育基⾦会
的义⼯，因此⼤家看到欣欣教育基⾦会在中国农村有多
年实际⼯作的经验积累和重⼤成果，双⽅合作将有极为
良好的互补作⽤。 截⽌⾄今，欣欣教育基⾦会和库珀提
诺扶轮社已有超过⼗年的持续合作关系，库珀提诺扶轮
社组团参访了位于地处偏远，交通极为不便的欣欣学
校，为孩⼦们带去了关怀和爱⼼。过去五次的参访省份
包括辽宁，⻘海，湖南湘⻄，四川，⼭⻄，和⽢肃。他
们诚挚的热情和不辞劳苦的服务精神令⼈感动！
透过善款配套捐赠计划（Matching Grants），由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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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年起，库珀提诺扶轮社已为欣欣教育基⾦会提供了近百
万美元的善款，⽤于英语和电脑教师培训、图书计划、
提供电⼦化教学设备，邀请美国专业教师参与培训计划
等重点项⽬，造福了欣欣学校⽼师和成千上万的农村孩
⼦们。
在中国五次参访学校的⾏程时，库珀提诺扶轮社社
员和欣欣义⼯们提供了超过两千台轮椅给当地的残疾⼈
⼠，这个善举也得到当地政府的⾼度赞扬。
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欣欣教育基⾦会及其义⼯们也
每年积极参加由库珀提诺扶轮社举办的多项社区活动。
库珀提诺扶轮社和欣欣教育基⾦会的密切合作对双⽅都
极为重要，对其他本地主流或华⼈社团都有指标性的意

图⽚说明

1

扶轮社社标

2

库伯提诺扶轮社社标。

3

欣欣和扶轮社合作，邀请美国教师为中

4

扶轮社为欣欣学校捐赠的阅览室

5

扶轮社社员和欣欣义⼯们向⽼⼈社区赠

6

2015欣欣学校英语教师培训

国农村学校进⾏师资培训。

送轮椅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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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致辞台 ·

感动着，努⼒着，前⾏着
湖南⽩芒镇李绍姒欣欣中⼼⼩学校长 杨⽇宣

2014年我校教师唐晓媛参加欣欣英语培训与丁永庆会长夫妇、张⼤昌博⼠合影

⽩芒营镇中⼼⼩学地处湖南省江华瑶族⾃治县⽩

芒镇，始建于乾隆七年（1842年），为江华瑶族⾃

门。

2、积极的教育环境使⼈赏⼼悦⽬。为了“让每⼀⾯

治县最古⽼的三所学校之⼀。 2015年上期学校在校

墙都会说话” ，学校组织各类活动让学⽣⾃⼰动⼿。

基⾦会帮助下，经过⼏任领导和⼴⼤师⽣的努⼒，

动，让孩⼦们在校园的每⼀个⾓落都得到熏陶。

明星。它是江华县最⼤的农村⼩学，还是⼴⼤农村

指引下茁壮成长

学⽣1966名学⽣，90名教师。近年来，在欣欣教育
我校获得省市县多种荣誉，已然成为江华县教育的
留守⼉童的希望，他们的精神家园。

“我为班上增添⾊彩”、“我是校园⽂化墙⼩画家”等活
⼆、孩⼦在“⼀笔⼀画练好字，⼀⽣⼀世做真⼈”校训
我校⼀直以“⼀笔⼀画练好字，⼀⽣⼀世做真⼈”为

⼀、改善校园环境，建设积极的教育环境

校训，培养专注、⽤⼼、勤奋、善良、有爱⼼的学

任校长都致⼒于改善学校环境，积极从上级部门争

品”的办学⽅向，让我校习字教学成为⼀个办学特⾊。

1、完备硬件设施是育⼈的基础。多年以来我校历

取建设项⽬，让校园有了重⼤改善。特别是从2007

⽣。在这⼀⽬标的引领下，叶平和校长坚持“习字⽴
他还提出并实施“传承国学经典，打造书⾹校园”的

年开始，美国欣欣教育基⾦会捐建了欣欣教学楼

治学理念。

先后建⽴了电脑室、阅览室、多媒体⽹络教室等。

量活动，

后，校园⾯貌焕然⼀新。在欣欣的捐助下，我校⼜

也得益于此，学校于2014年被定为湖南省“信息化教
育⽰范学校”建设试点学校。这⼤⼤缩短了瑶⼭的孩
⼦与城⾥的孩⼦的距离，为孩⼦打开了解世界的⼤

学校开展的“中华经典诗⽂考级”、“读书

节”、“清明节诗歌朗诵⽐赛”“中秋节主题诗词会”等⼤

使得传统⽂化在瑶⼭的孩⼦中得到传承。

同时实施实效德育， 从基本的⽂明礼仪⼊⼿，通过

各种活动或仪式来影响学⽣，培养学⽣良好的思想品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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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来， 学校环境和教学质量

⼤⼤提⾼，孩⼦们茁壮成长。特别

值得⼀提的是，2009年在欣欣教学
楼竣⼯仪式上的⼩主持⼈何婉⽟同
学2014年6⽉参加⾼考，以县⽂科状

元的⾝份被南京⼤学录取。在校长

培训结束后，我碰到她回返⺟校。
回忆起那段与欣欣义⼯在⼀起的⽇
⼦，她除了感动，还有感谢。

在此我再次感受到欣欣教育基⾦

爱⼼⼈⼠的⼒量，基⾦会⼝号：“⼗

年树⽊，百年树⼈，众志成城，欣
欣向荣”已经深深印在我的⼼中。

何婉⽟同学在南京⼤学代表学校参加创⾏

三、注重教研培训，引领教师专业

世界杯中国站创新公益⼤赛获奖后的相⽚

发展

我校⾮常重视教师的教研培训，

有校、县、市、省级的培训活动，
让⽼师⾛出去。

影响我校教师专业发展较⼤的还

语⾻⼲教师。

誉。李雷校长的领导下，学校⼜

四、我们的脚步

黎忠光校长带领学校⽼师将我

是欣欣基⾦。在欣欣教育基⾦会开

校打造为湖南省合格学校、江华

⼗位参加英语、电脑、校长培训，

获得了多种荣誉，其中 “农村⼩

展教师培训以来，我校先后派出数

他们回来后⽤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为
⼭⾥的孩⼦服务,成为学校的教育⾻

⼲教学能⼿。唐晓媛⽼师并⾮英语
专业出⾝，2007年参加欣欣的英语
教师培训后，她通过⾃学，钻研英

语 教 学 技 能 ，成 为 我 校 教 学 领 头
⽺，江华县唯⼀⼀名永州市⼩学英

获得“永州市语⾔⽂字⽰范校” 等
多种荣誉。

⽩芒营镇李绍姒欣欣中⼼⼩学

县⽰范校；叶平和校长带领学校

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扎根⼤

学数学分层教学的研究”获县级

的他们是瑶⼭教育的基⽯，也是

数学教研课题⼀等奖，“农村⼩

学课内外阅读衔接的研究”获县
级语⽂教研课题⼆等奖，还获得

县 “规 范 化 学 校 ”和 “整 洁 ⽂ 明 校
园”， 以及“湖南省第⼆届‘资源⽹
进校园’活动先进单位”等多种荣

瑶⼭的欣欣⽼师们。勤奋、敬业
瑶⼭孩⼦的希望。其实我们并不
孤独，因为欣欣基⾦会的爱⼼⼈
⼠关⼼着我们。有了他们的关⼼

我们更加坚定瑶⼭教育梦想，为
此我们⼀直努⼒着，在感动中继
续前⾏。

2016 请随欣欣关注
• 亚裔⻘少年才艺联赛 2016年3⽉在美国硅⾕举⾏

• 欣欣教育基⾦会⽉会每⽉的第⼆个周六在美国硅

年展⽰⾃⼰的才艺，并为中国农村⼩学筹款建校。

欣欣每⽉⼯作会议，对公众开放，欢迎⼤家来了

欣欣教育基⾦会与齐鲁会馆共同举办，⿎励亚裔⻘少

• 欣欣的各项后续项⽬ 2016年3⽉

欣欣教育基⾦会

官⽹公布，⽹址www.shinshinfoundation.org。

包括师资培训、校长培训、微机室、图书计划、设施

改善计划等将在3⽉份公布，并接受欣欣学校的申请。

• 欣欣教师培训、校长培训2016年夏天在中国多省开办

⾕召开

解欣欣的⼯作，参与⽀持欣欣。地点： Acorn
Campus, 3235 Kifer
Clara, CA

Road, Suite 150, Santa

• 欣欣年会，预定将于12⽉10⽇在Cupertino
Quinlan Community Center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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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微语

· 欣欣总动员 ·

欣欣义⼯微信群语录

贵州 苏孝良： 2015年11⽉25⽇ 2015年与省侨办⼀起考

北京 ⿇洋：2016年1⽉4⽇ 从福建义⼯谌飞的

⼩学的师⽣感恩，谢谢在美国硅⾕的华侨们！ （图1）

港中⽂⼤学的学⽣不远千⾥来到福建仙游县园庄

安徽 余新丽： 2015年11⽉25⽇ 参访安徽四所欣欣⼩

友朝⼣相处⼀周......带去了丰富多彩、开⼼快乐

朋友圈转来 “应美国欣欣教育基⾦会的邀请，⾹

察贵州欣欣⼩学的需求。代贵州边远贫困⼭区11所欣欣

镇后蔡村欣欣⼩学开展⽀教活动......与当地⼩朋
的教学活动......” （图5）

学。⾬中参访学校，别有⼀番滋味。（图2）
江⻄ ⽑晓飞： 2015年12⽉2⽇

美国 Gigi: 时间：年会过后⼀天，放松的晚上2

2015年11⽉30⽇捐款

10:48pm。欣欣三⼈組还在⾃愿地热⼼讨论欣欣

⼈Betty Lee 与Kevin到江⻄宜丰塘岭凯⽂欣欣⼩学访问

事。丁前会长同时为义⼯聚会后刷盘⼦。这就是

照⽚。接受捐款及政府配套后，该校⾯貌⼤有改观，成

欣欣的热情。 （图6）

为当地⼩学的典范。

江⻄ ⽑晓飞： 2015年12⽉10⽇ 江⻄蒋校长发来的今

孙戎/ 整理

年夏天袁⽂、张⼤昌参加江⻄宜春市温塘镇社埠（欣
欣）⼩学建校捐赠奠基仪式的照⽚。（图3）

陕⻄ 郭毅： 2015年12⽉22⽇： 这是咱们欣欣与扬帆计
划合作，试点学校的第⼆批捐赠物资。已经全部接受，

直接改善学校体育⽤品缺乏现状。我们与新浪公益的扬
帆计划合作，是教育公益事业的⼀座⾥程碑。实现欣欣
的梦想，我们多了⼀位同⾏者。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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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欣欣管理团队
欣欣创会理事

《欣欣》电⼦杂志向所有的欣欣义⼯、合作者、学校⽼师

和学⽣征稿，让你为欣欣的努⼒得到更多⼈的响应，让你的
⾏动唤起更多⼈的参与和⽀持，让你所思所想得到更多⼈的

邵中权 祖炳⺠ 刘⽴男 叶长龄

《欣欣》设以下栏⽬：

常秉仁 单 克

理解和接受，让你曾被感动的⼈或事感动天下⼤众。
（1）欣欣总动员

李英军 李慧君 杜⻘松 萧 光

报道欣欣组织发展动态，项⽬规划、实施、落实状况，交流

欣欣现任理事

访校见闻，通告、会议/活动，介绍合作进展，播报意见回馈
等。

（2）欣欣⼈风采

讲述欣欣领袖、义⼯、捐款⼈、志愿者、⼯作者的故事，见
证欣欣成长的历史与现实，握紧来⾃多⽅援助之⼿。
（3）校长致辞台

这⾥为各欣欣学校的领军⼈---校长们提供⼀个交流治校理

念、治校措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介绍学校发展、展现
学校特⾊的⼤讲台。

栾 杰

理事长：臧⼤化

副理事长： 朱伟⼈ 丁永庆

理事：李競芬 ⾼⽟祥 龚⾏宪

⻩思谕 贾仪光 吴祖娓 徐⼤麟
袁⽂

（4）园丁杂感录

欣欣学校的教育者不是孤军作战，也不是孤陋寡闻。全国三

百四⼗所欣欣学校的教育⼯作者在此建⽴起彼此相互⽀持，
相互分享的平台， 分享教学经验、⼈⽣思考、喜怒烦忧。
（5）学⽣⼤世界

宽⼴的视野，宽厚的⼼胸，宽阔的舞台，欣欣学校数万在校
学⽣⾝处乡村，放眼世界。不论是讨论做⼈与学业、展⽰兴
趣爱好、参与活动竞赛，还是连接友谊、彼此分享、⿎励、
祝福，这块园地让欣欣孩⼦们⽣活的世界变⼤，也让世界的
距离变⼩。

（6）⽀持后援团

欣欣教育基⾦会和欣欣学校的成长发展离不开各⽅各⾯组织
机构的⽀持扶助和参与。在这块⽥园⾥，让我们⼀睹这些机
构、组织、家庭的风采，见证他们对欣欣的厚爱，感谢他们
的奉献。

来稿请注明省份、欣欣学校名，请⽤.doc或.pdf⽂档，字数

限制在1000字以内，欢迎提供学习、⼯作、⽣活照⽚2-5张

（电⼦版）。投稿请发magzine@shinshinfoundation.org. ⽂

字和照⽚请务必分别发送，照⽚请采⽤jpg格式，⼤⼩在600K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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