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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 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抗疫不忘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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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欣欣校长, 老师们，大家好! 

2020年的春节非同寻常，新型冠状病毒自江城武汉

席卷全国，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为控制新冠感染尽

责尽力。在此特别向疫情中的病患者及家庭至以关

切的问候，向勇敢的战斗在抗击疫情前线的白衣战

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也向每一位欣欣亲人致以最深

切的问候！ 

新冠疫情牵动了每个人的心。我们中美两地欣欣义

工也时刻关注疫情的发展，心系分布在全国的三百

多所欣欣学校，特别是在湖北的14所欣欣学校师生

们，你们好吗？希望大家都平安度过这个不寻常的

时期。 

我们也了解到全国中小学生也因此延期开学，教育

部门倡导“停课不停学”， 帮助学生利用“互联网

+”的模式开展线上课程学习。各个网络教育平台

纷纷响应推出免费直播课程。在这个特别时期，互

联网教育将发挥其优势。我们也将为大家推荐一些

优质网络直播课程。 

欣欣也将助力老师们“停课不停学”， 欣欣的云桥

在线培训将于3月初如约而至，敬请老师们关注接

下来的培训通知。 

虽然灾难无情但人间有爱。在此特殊时期，欣欣与

你们一起共渡艰难！欣欣大家庭的亲人们彼此陪

伴，相互温暖。 

我们坚信春风必将到来，让我们共约——春暖花

开！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再相遇，或许在欣欣培

训点，或许在某个欣欣校园  。。。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在此遥祝欣欣大家庭的亲

人们元宵佳节快乐！ 

欣欣教育基金会 

丁永庆理事长 

杨一青会长   

亲爱的欣欣义工和家人们， 

首先，在此祝愿大家一切安好！ 

2020年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年，自年初至今都被笼罩在

新冠病毒 (Coronavirus, COVID-19)的阴霾之下。我们

很欣慰的看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一心，通力合作

下，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公司

和机构在逐渐复工，学校也有望在3月底，4月初开始

复学。不幸的是目前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许多国家包括

美国，基金会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快速传播。 

这次的疫情对我们中美两地义工和家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工作带来了诸多影响。在这段时期，欣欣的工作会

议取消、理事会延期，疫情对基金会预期在2020年针

对国内贫困农村学校的教育项目和工作的推进也带来

了挑战。 在这个困难时期，欣欣义工们一方面尽全力

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但同时，也利用网络与学

校、政府相关单位保持联系；各部门也在积极组织远

程工作会及培训，义工之间保持着经常性的交流和沟

通。在此我们衷心向大家说声谢谢，辛苦了！ 

这次疫情虽然给我们大家带来许多新的挑战，但相信

它是“危”也是“机”。大疫之下，我们能更加清晰

的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与自然的力量，敬畏生命，珍惜

当下。同时大规模利用网络在家工作和学习也将是推

动信息技术应用及教育变革的重大机遇。 

在任何时候，大家的健康以及平安一直都是我们和基

金会的首要关注重点！ 

在国内的义工们，还请持续关注疫情发展，保持身心

健康！请在美国湾区的义工们这段时期特别注意，务

必按照政府卫生部门（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疾病防治中

心 CDC、本地和加州主管卫生的单位）发布的及时讯

息和指令，严加注意个人以及家人卫生防护，做好防

疫措施。  

在此，借用美国联邦政府疾病防治中心CDC的用语，

请大家“保持冷静，勤洗手”！ 

相信眼前的困境是短暂的，疫情终将过去。让我们一

起保持乐观，积极应对，耐心等候云开见月明之日， 

我们再相聚！ 

祝我们欣欣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平安健康！ 

 

欣欣教育基金会 

丁永庆理事长 

杨一青会长   

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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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 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抗疫不忘做公益 

成立于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欣欣教育基金会是拥有23年历史的非

盈利组织。长期以来，在大批志愿者的支持下，在中国大陆的

乡村翻新改建了350所欣欣小学，并持续帮助他们后续建设、

教师校长培训、校园活动的开展等。基金会所在地库伯蒂诺市

政府为了表彰这种坚持公平、博爱与和平的慈善精神，每年12

月都会设一天为该市的“欣欣日”。同样，为表彰为提升边远

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育所做的长期持续努力、求真务实、与时

俱进的工作精神，中国民政部于2018年将最高规格慈善奖项

“中华慈善楷模”称号授予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中美全体义

工。同年，在中国新闻社联合侨鑫集团推出的“2018全球华侨

华人年度评选”活动中，欣欣教育基金会全体义工们为此获得

“年度人物”的殊荣。  

虽然获得的荣誉令欣欣中美义工为自己的工作无尚骄傲自豪，

但大家也深深地感激美中人民和政府的信赖与支持，不敢放下

身上的担子与做义工的初心。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2020年，当

所有欣欣小学师生都回到家中停课停学， 美中义工也都居家

隔离时，欣欣同仁们却没有停止工作，依然战斗在慈善公益的

最前线。  

        利用网络教学，加大欣欣教师培训力度 

不少中国的欣欣小学在基金会的扶持下，近10年来都陆续配备

了电教设备。新冠流行期间，基金会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

的优势，加大了网上教育培训的力度。 

首先，基金会与中国合作伙伴首都师范大学云桥学院合作，为

欣欣学校的老师在3/2日-4/17日组织了为期7周的实用信息技

术培训， 大大提高了老师们网络教学的能力和效率。共有来

自15个省68所欣欣学校400多位老师参加。 他们教学工具使用

水平的提升将影响大约23,000名学生的学习质量。 

其次，基金会与中国合作伙伴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

研究院联合，组织欣欣学校校长开展网上交流，疫情期间坚持

每月进行一次校长示范团研修活动。在教育专家的指导下进行

了有关疫情期间乡土课程教学的分享，以及全面提升校长的办

学理念和教师的教学水平的讨论。欣欣校长示范团目前有32所

在线培训项目获奖老师感言 

欣欣学校校长参加，这些学校的学生加总起来超过16200人。  

           推出欣欣小学卫生饮水设施改善项目  

欣欣义工每年连续不断地回访欣欣学校，一方面了解项目、资

金落实的情况，另一方面希望及时发现问题，建立进一步帮助

的项目。在2019年夏天的访校过程中，欣欣义工注意到一些学

校的水质混浊，自来水中寄生虫及细菌都大大超标。 通过调

查，义工们发现有些欣欣学校缺乏过滤及开水设备。许多学校

用电茶壶烧水，根本无法为众多学生供应足够的洁净的饮水。

走读生尚可以从家中带水，住宿生则往往只能饮用生水。为

此，基金会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高塔乡金盆村硅谷女性欣欣

小学进行了卫生饮水设施改善试点项目，效果反应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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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发展，基金会意识到乡村学校的卫生健康问

题不容小觑，决定在涉及学生健康问题上加大力度，目

前已投入15万人民币对14省36所欣欣小学进行了改善饮

用水设施的援助，预计受惠学生将超过一万一千人。 

欣欣义工共同浇灌中美友谊之花  

3月开始泛滥的美国疫情牵动着欣欣中国义工的心。四月

初，当欣欣教育基金会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县疫情成为美

国北加州最严重的地区，而且当地医护人员的医护装备

非常有限时，中国义工闻讯后，立即捐款购买了2万只医

用口罩、200个KN95口罩，还有Face Shield等医疗物

资，紧急寄往美国，希望回馈长期支持基金会的美国社

区平安度过疫情。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跨国运送，当这批

援助物资终于抵达战斗在该县疫情最前沿医院--圣塔克

拉拉谷医疗中心时，医院接收物资的基金会CEO Chris 

Wilder先生激动地说，他们真的很需要这类医疗资源以

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目前他们所得的这类支援物资80%

来自华人的捐赠。欣欣教育基金会的这一爱心行动，又

让大家对华人在抗疫中的努力和相互支援印象深刻。  

欣欣美国小义工投入抗疫大军  

欣欣教育基金会长期持续关怀困境中的中国乡村学童，

也教育、感动着美国华裔青少年。基金会有专门的青年

部，平时组织小义工积极参与基金会的教育活动--与欣

欣小学学生进行空中互动、暑期到中国开展寻根之旅、

为满足欣欣贫穷学生小心愿一年四季坚持课余集体打工

筹款，以及为旧金山湾区每月做一两次社区服务，包括

环境保护、帮助本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帮助无家可归

者等等。在今年新冠病毒来到美国后，欣欣青年部小义

工迅速组织起来，相互合作，想尽各种办法，找材料、

找方法，巧做各类防疫用品。从4月到5月他们将自己亲

手制作的1600份手工口罩、900多份面罩、几十个无触摸

钥匙，赠送给了几所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凯瑟医疗集团的

城市医院，以及圣他克拉拉谷医院。在纽约疫情危重

时，欣欣青年部制做的口罩也及时地寄到了纽约的前线

医院，帮助前线医护人员做好防御措施。 

由于欣欣青年部制作的面罩质量好、信誉好，小义工们

还收到其他社区机构的求助信，比如Ecumenical Hunger 

Program, On Lok Lifeways San Francisco, Chapparal 

House, USPS Morongo等等，他们也都及时提供了捐赠。 

小义工阿莱克斯感慨地说：“当冠状病毒袭击时，每个

人的生活都被颠覆了。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互相帮助。” 

小义工杰西卡说：”我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医护

人员感到自豪，我觉得自己也在帮助挽救生命。”                              

                                                                                                  

 

 

(综合报道： 孙戎） 

基金会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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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疫情影响，4月，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会审阅

通过了执行委员会关于2020年预算调整的方案。2020年欣

欣项目总预算下调大约30%。2020年项目执行的时间、规

模及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是因为：  

 学校方面因素：  

 根据教育部门发布的信息，小学开学时间段大多集中

在4月下旬-5月中旬；  

 地方教育部门有针对学校和师生的严格管控措施；  

 暑假假期时间会压缩，暑期的师生安排有不确定性； 

 复课后学校及教师们的工作任务繁重。 

 其它方面因素：  

 疫情造成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对今年筹款带来极大挑

战。  

 疫情期间对义工生活、心理也带来很大影响，做好自

身防疫，照顾好家人是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可付出的

义工时间会减少。  

 2020项目调整：  

 重点加强疫情相关项目； 

 健康与卫生设施改善项目（饮水系统）；  

 教育信息化项目（电教设备，互联网络课程）；  

 网上培训和研修（在线培训和微研修）；  

 取消群体聚集性项目和活动（校长培训，教师培训，

国内义工大会） ； 

 2020年欣欣项目调整 

              学校发展部项目 

2020年继续推进多个以改善偏远贫困地区学校基础硬件设

施条件以及提供教育硬件资源的项目： 

欣乐校园项目： 

•饮水系统：为30所学校提供36台饮水系统，目前已陆续

安装并投入使用。 

•工程项目：为13所学校进行了多项设施改善，包括课桌

椅，寝室厕所及浴室改造，操场硬化，排水系统等。 

电子化教学设备项目:   

•班班通设备：为8所学校提供了15套班班通设备。 

•教师电脑：为15所学校提供了30台教师电脑。 

•网络课程设备：为5所学校提供了31套基础摄像。 

欣美乡村学校项目 ：  

2020年重点帮助2所小规模乡村学校，进行第二次重建，从

硬件到软件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环境和质量，建设“小而

美”乡村欣欣学校。目前各项改善工作正在签署合同，按

照计划进行中。 

 

卫生饮水项目是欣欣基金会2020年的重点项目，

在疫情严峻时期，在学校停课、公司业务停滞期

间，项目组义工们仍积极联系供货商家，复工后立

刻高效地完成饮水设备采购。 

学校发展部了解到欣欣学校普遍缺乏过滤及开水设

备、水质混浊、自来水中寄生虫及细菌都大大超

标。 许多学校用电茶壶烧水，供应困难。走读生

尚可以从家中带水，住宿生却往往只能饮用生水。 

目前受捐学校陆续收到饮水机并积极安装投入使

用，孩子们终于能够喝上安全卫生的饮水了。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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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线上培训的欣欣教育专案部 

疫情期间，所有学校“停课不停学”开展线上教学，欣欣教育基金会及时开展信息技术在线培训和校长研修活动，并在网

上举办给优秀欣欣校长老师云颁奖活动，并及时为乡村教师助力赋能。  

 

  

 

  

 

2020年教师在线培训  

基金会与国内合作伙伴云桥学院及北京向荣公益基金

会合作，在3/2日～4/17日间为欣欣老师进行为期7周

的实用信息技术在线培训，在学校“停课不停学”状

态下给老师们送去及时雨，大大提高了老师们网络教

学的能力和效率。  

图1  各省份参与课程学习的学校数量  

图2 各省份参与课程学习的老师数量  

为欣欣提供在线培训课程的首都师范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教授孙众教授表示，“明显感觉欣欣教师一年比一年进

步，群里讨论的深度开始出来了，抱怨的人少了，其实

大家面对的困难都挺多，但在课程里还是展示出了信心

和热情。前几年大家关注技术工具怎么用，今年明显看

到关注理念，关注策略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转变。”  

欣欣老师反馈 （下） 

 
 

培训专家孙众教授反馈 （上）

为了对2005年开始的师资培

训项目进行专业的评估，以

更有效开展欣欣公益项目，

欣欣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及斯坦福

大学评价、学习与公平中心

（SCALE）合作，委托和资助

该两所院校专家主导开展此

专项评估工作。2019年4月，

欣欣教育基金会与

Stanford SCALE研究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委托开发欣欣教师专业评估

系统，2020年5月，SCALE评

价系统反馈意见第一轮收集

已完成。(右图：2019年10月

SCALE团队前往3所吉林欣欣小学考

察，并在东北师大召开交流会。) 

教师专业评估系统第一轮反馈意见收集完成  

杨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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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课程实践案例  

STEAM/乡土课程作为山东烟台张格庄欣

欣小学的特色课程，受到了家长和学生

的一致好评。在去年的项目研究“如何

提高大樱桃的采摘效率”中，学校老师

带领学生制作的大樱桃采摘模型代表福

山区参加了烟台市科技创新大赛，并取

得优异成绩。今年他们将项目研究更加

深入。  

今年由于受疫情影响，加上近期雨水较

多，樱桃裂口，产量、价格下降。针对

这一现状，张格庄小学乡土课程确立了

“如何利用残次大樱桃提高农民收入”

为主题，老师带着学生们用STEAM/乡土

课程中学到的方法探讨出用七种变废为

宝的方法，并分组实践用做残次大樱桃

做出樱桃罐头、果脯、酿酒、樱桃核

画、冰沙、冰棒、樱桃核颈枕的产

品。  

“校长示范团”线上研修活动  

疫情期间，欣欣学校的校长们丝毫不曾倦怠。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

村教育发展研究院王海英博士的指导下，欣欣学校校长定期开展线上

互动、交流。上半年，欣欣学校的校长们进行了以“疫情期间线上教

学”，“阅读教育 “及“乡土课程”等主题的经验分享和研讨，以

期逐步、全面提升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教师的教学水平。  

目前，有32所欣欣学校的校长参加了欣欣“校长示范团”互动活动，

覆盖的受益学生达16200人。  

互加青椒计划教师线上培训  

2020年3月底～6月20日，在“停课不停学”背景

下，欣欣基金会组织欣欣老师们也一同走过这

特殊时期下的由沪江互加计划主办的第三届乡

村青年教师青椒线上学，为乡村教师提供优质

教学培训课程。  

共有300多位欣欣老师参加培训，有6位欣欣老

师获得优秀学员。另外有10位老师入围狮子计

划。  

在6/20日的结业总结会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双城区朝阳乡欣欣学校杜秀梅老师被选为优秀

学员代表做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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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云颁奖”活动  

 
为乡村教师赋能，是欣欣基金会多年努力方向，多年来我们与中国知名师范院校共同努力为欣欣学校提供一系列线上线

下教育软件项目，全面提升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在大家长期共同的努力下，很欣慰地看到近年来涌现出

许许多多优秀的欣欣校长和老师。  

本次云颁奖活动旨在展示欣欣教师成长系列的多个项目成果，并对2019-2020年间取得优异成绩的10所欣欣学校，来自39

所学校的80多位优秀校长、老师进行表彰并颁发奖品。  

 

上图：校长示范团项目获奖校长感言  

上图： 微研修项目获奖老师感言   

中新社中国侨网：2020/06/19：初心不改 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抗疫不忘做公益 

北美新浪：2020/ 4/20  欣欣教育基金会没有停下脚步! 

          2020/5/26 欣欣教育基金会 “ We are ONE world ” 

优视湾区：2020/05/28 美中橋樑不斷 欣欣基金會與矽谷青少年捐贈 

                     防疫物資   

星岛日报：2020/5/8  小朋友制防护口罩 帮助一线医护人员 

          2020/6/24 欣欣教育基金會做和平使者 

世界日报：2020/5/11 欣欣教育基金会青年部成员缝制900面罩        

                    送医护 

          2020/5/27 欣欣教育基金会2万口罩赠送圣他克拉拉谷医院 

2020上半年媒体上的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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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美术园项目  

2019年欣欣美术园第二期活动于9月开始至12月完成活动及

评选。本期活动共有来自12个省份、23所欣欣学校的800多

名学生参加。项目组订购非常实用美观的奖品，作为对表

现优秀的老师和学生的嘉奖和鼓励。  

由于疫情的影响，奖品于2020年3月寄往学校，5-6月开学

后各学校举行颁奖典礼，将项目组精心准备的奖状奖品分

发给老师和学生。  

山东省烟台市张格庒乡牟焕经欣欣完全小学孩子们收到奖状奖品后很开心 

欣欣读书月活动  

2019年欣欣读书月活动于9月开始至12月完成。本期活动

共有来自11个省份，23所欣欣学校的9000多名学生参

加。项目组亦准备了非常实用美观的奖品，作为对表现

优秀的学生和优秀指导老师的嘉奖和鼓励。奖品在3月份

寄到学校，疫情好转，学校终于开学啦！收到欣欣教育

基金会读书月活动的奖品，老师和同学们摆拍留念！  

 

中美义工 

首次线上交流与互动  

 

5月30日中美义工召开了别开生面的Zoom大聚会，

成功地集体庆祝丁永庆理事长转换跑道，从事公

益事业20年。  

欣欣中美义工和合作伙伴朋友们纷纷录制视频，

表达对丁理事长的敬仰和祝福，场面非常感人和

温馨。 

 

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中国侨联举办的 

2020线上“寻根之旅”  

为帮助广大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疫情期间坚持学习中文、感悟中华文

化、了解当代中国，在中国侨联大力支持下，欣欣教育基金会承办

了宁夏自治区、江苏省、湖北省、陕西省、山东省（即将承办福建

省）侨联主办的“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活动，300多

名小营员参加。  

活动从5月15日至8月12日共举办6期，欣欣教育基金会为承办方之

一，主要由欣欣青年部项目组负责招生、组织班级、招聘义工加

入、培训班主任，为每期寻根营全天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图：寻根营里的孩

子们——相距很

远，相互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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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孩子的心中洒下爱的种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也成

为心中有爱并且把爱奉献出来的人……”  

这段朴实又温馨的话语表达出了丁永庆理事长加入欣欣教

育基金近20年如一日倾注自己的时间、精力的心声。  

 图：丁永庆在参访学校时必“打卡”的任务是和孩子们的互动  

欣欣教育基金会是如何成立的？丁永庆退休后为什么选择

了从事公益事业？欣欣教育基金会从事怎样的慈善工作？

丁理事长兢兢业业关爱中国农村小学教育的善举能得到家

人的支持吗？  

这一切的问题都在丁永庆转换跑道从事公益事业20周年的

采访中得到了解答，同时也挖掘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理事长，您在欣欣教育基金会创立的时候……”  

“不不不，欣欣教育基金会是1997年创立的，我是在2002

年上半年加入欣欣的。”采访在笔者第一个时间性的错误

中貌似尴尬地开始了，然而也就是这个可爱的错误引出了

欣欣教育基金会的源头故事。  

“理事长， 您退休后怎么选定了从事公益事业，您在海

内外参与不止一家公益慈善机构，目前是两家公益基金会

的理事长，欣欣是理事长，向荣是名誉理事长，领域是一

致的，都是农村小学教育，为什么？”  

“记得在五月底你们为我办的转换跑道20年Surprise 

Party时，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我为什么多年认真参与农

村小学教育。原因之一就是小学教育，如和煦微风，虽然

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但它时时都在我们身边，抚慰

着我们，是我们生活和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学

习生活事业的道路上前行时，我会经常思考如何让自己的

人生更加有意义，离开这个世界时能留下些什么。”  

 图：2019年丁永庆代表基金会接受首届“汇侨兴川”贡献奖  

“理事长，您作为欣欣教育基金在国内代表机构—北京代

表处的首席代表，每年至少在国内停留三个月的时间。您

处理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事务呢？同时，您前往多个欣欣学

校进行参访，会觉得累吗？您有哪些收获？”  

“你可能也听过一句话，‘The purpose of life is a 

life of purpose’，中文是“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意义的

生命”。这句话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激励，因为人的生

命是短暂的，在这个短暂的生命里，我希望自己做的事情

是有意义的。当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个有意义的影

响还可以持续下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心理上我是不

觉得累的。我自己和欣欣基金会这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们

在一起，做着我们认为非常有意义同时又有影响力的工

作，怎么会累呢？我的心情是开心的、是喜悦的。我每年

会回国5个月左右，一是政府有个规定，作为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代表机构首席代表，在国内一年至少要停留累计

三个月；二是我需要把工作做到实处，亲临现场才能够务

实。”  

“每次我回国的时候，有机会就去参访这些农村学校，有

机会就去跟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把我们的关怀和爱心带

给他们。这20年

里，你看到这些

学校风貌在不断

改变。 

图：抢着和丁爷爷、

丁奶奶一起拍照的欣

欣学校的孩子们  

用爱灌溉，用心支助农村孩子的教育 

—记欣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丁永庆参与公益 

                                                                                           陈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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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孩子们面貌的改变，你就会感觉到做的事情是非

常有意义的。我看到的这些改变也是我最大的收获，这个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记得在15-16年以前到农村去访校

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跟这些孩子交流。那时候，那些农村

的孩子非常保守、非常内向、非常腼腆，也会很害羞。我

会问孩子们长大后的愿望是什么？孩子们那时安安静静

的，没人说话。”  

“您每年在中国辛苦工作的时候，会想念儿孙、家人吗？

您的家人支持您从事公益吗？”  

“我们夫妇结婚近50年，多年来都是我太太和我一起访

校。我家人肯定是支持我从事公益的。我太太成长于中国

一个书香门第世家（北京中南海正门所悬牌匾题字‘新华

门’三个字便出自我太太的爷爷—袁励准先生之手，他曾

做过光绪皇帝的老师），从小有深厚人文底蕴的熏陶，知

书达理、热心、关爱别人。我太太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农村

教育，特别关心孩子们，孩子们也特别喜欢她。”  

 

 

 

 

 

 

 

 

图：丁永庆夫妇以夫人袁保瑛爷爷“袁励准”的名义，在内蒙古欣欣小

学捐赠的微机室。这是他们夫妇多年来捐赠的诸多项目之一 。 

 

图：丁理事长夫人袁保瑛女士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互动，告诉他们有很多

人在关心和爱护着他们的成长。 

“您纵横企业30年、进而投身公益又20年，您最希望用哪

一句话来总结顺利、成功开启‘第二事业’的心得，好与

欣欣海内外义工、社会在职及退休人士分享？  

“首先，我衷心感谢大家在我转换跑道20年的Surprise 

Party上的美言，每句话都是对我的鼓励。欣欣给了我和

众多善心人士一个平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做一件有意

义、影响深远的事业！欣欣的精神和工作文化是长期、持

续、关怀、传承，我和欣欣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们投身于农

村教育并持之以恒的参与。一步一个脚印，所走过的路，

必留下痕迹。作为近二十年来长期持续关注中国偏远贫困

乡村小学教育的资深义工，我一直都在跟时间赛跑、争分

夺秒，希望和大家一起推动实现欣欣的宗旨和目标，一棵

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将公益作为我人

生后半场最重要的事业！”  

 图：2018年9月丁永庆代表欣欣教育基金会中美全体义工前往人民大会

堂接受民政部颁发的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 

 

只要放一点温心在教育上，就能造福孩子一生，只要给孩

子一点机会，一代就会比一代更好！长达近两小时的采访

中，丁永庆理事长一直兴致勃勃地表达着他的心愿，分享

着自从2002年起担任欣欣无偿义工近20年的点点滴滴。 

 图：丁永庆理事长和他最喜爱、牵挂的欣欣学校的孩子们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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