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欣有爱 诗画人生”感恩筹款年会纪实 

                                                                                                                                撰文：孙戎 

                                                                                                                                摄影：Jack Jia 

      欣欣教育基金会 2018 年“心欣有爱 诗画人生”感恩筹款年会于 12 月 9 日

在 Cupertino Community Hall 举行。  

 

 

会前义工们纷纷出手帮忙做准备 

      

      开场片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诗《乡愁》，把年会先引到 21 年前欣欣东北老

乡长思念故土，迫切希望为家乡效力，试图用教育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历史

时刻。欣欣教育基金会应运而生。影片中还有当年的年轻一代，如李競芬、

吴祖娓等纷纷加入欣欣，2002 年集体到大陆访校、捐资办学的温馨场景。

欣欣今日的发展壮大就是 21 年来每一历史篇章的集腋成裘，就是每个义工

绽放生命之花构成的团花锦簇，香气四溢。 



 

欣欣早期的义工访校 

     

    主持人李競芬理事饱含深情又庄重地介绍了本次年会主题“心欣有爱 诗画

人生”是要呈现一幅欣欣人心中充满大爱，并用参与欣欣的方式谱写自己多姿

多彩，如诗如画的真实生命画卷。2018 年，欣欣义工走过，留下了抹不去

的美丽，并在此刻，依然创造着绚烂。 



 

“心欣有爱 诗画人生”海报上每只“我是志愿者”的手势上都有参会者的踊跃签名 

       

       丁永庆理事长向大家骄傲地介绍来参会的创会理事--89 岁的邵中权和 90

岁的刘立男先生。他们的人生将因为创立欣欣而流芳百世。 

 

 

     手捧第十届“中华慈善奖“奖杯，丁理事长激动地说，今年由中国民政部颁

发的“中华慈善楷模奖”是颁发给欣欣中美全体义工的，在座各位都与有荣

焉。我们是唯一的境外机构获此殊荣。 

 



 

       人生如诗如画的競芬姐                                           理事长、会长为欣欣绽放着自己的生命之花 

     三天前刚当选的 Cupertino 市长 Steven Scharf 因此时在圣地亚哥，特委

托新副市长赵良方宣读给欣欣的贺信，并宣布 12 月 9 日为库市”欣欣日”。良

方自己也真诚地说，库市不仅有苹果公司，还有欣欣教育基金会是我们的骄

傲！我们希望库市给全国和世界一个慈善模范的形象。曾任市长现任市议员

Rod Sinks 上台发言，大力赞扬欣欣为中国乡村学校募捐、师资培训、建图

书室、计算机房的努力。他说，因为身在硅谷，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教育的意

义和社会进步所在。 

 

 

       

      Cupertino 扶轮社是欣欣的多年合作伙伴。它的现任社长 Helene Davis、

前任社长魏虹和后任社长 Padma Chari，以及更资深的会长也是曾经的库市

市长、南湾扶轮社总会长的 Orrin Mahoney 都一起来到会场，为欣欣加油打



气。魏虹女士更当场捐出价格不菲的白金耳环，以表达她对欣欣扶助大陆乡

村教育事业的支持。 

 

 

 

       慈善信托基金会 PLCT 中国学校项目主席 Robert Young 为欣欣教育基

金会颁发了奖励证书。

 



     欣欣教育基金会的理事会在组织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既是慷慨的

欣欣捐款人，又是高瞻远瞩的欣欣项目把关人。伴着影片“可爱的欣欣学生” -

-欣欣义工访校时抓拍的学生人物摄影作品集，理事们以 “我做欣欣的意义” 

为主题，一人一句地咏诗如下： 

 

 

 



 

 

       此情此景下，主持人李競芬深情地望着背景影片上的一张张淳朴、干

净、无辜的欣欣学生的小脸，缓缓地问大家，这些被欣欣捐款人、志愿者疼

惜过的乡村小孩，值得大家如此付出吗？！然后她深沉地吟诵着清代袁枚写

的小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真诚地期

望欣欣学子们也都能有个如诗如画的芬芳美丽人生。 

 

2018 年湖南欣欣学校学生 

     匆匆远道赶来，为欣欣喝彩鼓劲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副总领事邹永红及

其团队带来了总领事王东华给基金会的贺信, 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邹

永红祝贺欣欣中美全体义工获得 “中华慈善奖”, 感谢欣欣对中国偏远乡村教

育所做的贡献，认为欣欣的事业和为实现中华伟大复兴而建设中国成为教育

强国的理念相吻合。她希望欣欣以本次获奖为新的起点，为中国乡村教育继

续添砖加瓦。 



  

 

     系列片《欣欣的故事》今年已发展到第五集。2018 年欣欣义工访校的见

闻、发现的问题、和积极的对策思考引发了欣欣教育基金会与时俱进的发展

战略新调整。 

 

 



      会长杨一青博士总结了 2018 年欣欣教育基金会重要事件：除获奖外，欣

欣有了亲兄弟--国内的向荣基金会，2018 年欣欣组织结构与功能调整、人事

任命、新理事会和新执委会，主要项目及成果，2019 年的项目规划等。  

 

       

     接下来，欣欣执委会的部长们上台和大家见面。在 21 年来一代代义工访

校、慰问欣欣师生、培训教师、校长等等工作画面下，部长们每人一句诗

语，代表各路义工们，描绘了自己为欣欣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自身满足和成

长。 



 

 

       欣欣的公益事业，不是简单的施予授予， 无论欣欣老师、校长、还是欣

欣的捐款人、中美义工、创会理事、理事长、会长，在影片《爱的循环与传



递》中大家都表达着同一体会—欣欣的事业在精神层面上鼓励着所有欣欣人

传递社会责任感和无私的爱。在爱的循环中，爱的付出者将收获更多的生命

的价值。 

 

 

 

 

 

 

 

 

     为表彰欣欣具有默默无私奉献精神的义工们，由前会长袁文唱名，理事长

丁永庆和会长杨一青将“幕后英雄奖“、”年度新义工奖“、 ”优秀义工奖“、”杰

出贡献奖“分发给美国的理事和义工们。 

  

 

      

      配乐诗朗诵《当欣欣来敲门》及歌曲联唱是欣欣青年部的同学和成人义

工为欣欣年会特别准备的压轴戏。甘甜的辛劳汗水、浓浓的欣欣情怀，无悔

的人生之路，正是欣欣人的真情写照。 



 

     又到了即时汇报年会筹款数目时刻，此时已近大会结束之时，大家都在紧

张地期盼着达到会前预设的 20 万目标。当财务长潘欣欣念到已收到捐款 20

万 3 千时，大家高兴地欢呼起来！感谢所有的欣欣人！美好、温馨和充满了

正能量是大家对这届年会的共同感受。 

 

                 

        感谢为此年会努力付出的团队骨干。 



 

 

附录： 

                                                        2018美国义工获奖名单 

1. Steve Ting 丁永庆 理事长  

2. Sandy Chau 朱伟人 副理事长 

3. David Tsang 臧大化理事 荣誉理事长 

4. Betty Yuan 李兢芬 理事 

5. Tina Wu 吴祖娓 理事 

6. Michelle Hu 贾仪光 理事 

7. Diana Wong 黄思谕 理事 

8. Mary Wang 王君华 理事 

9. Jinshu Son 孙人舟 理事 

10. Sheng Liu 刘圣 理事 

11. Helen Hu 胡滨 理事 

12. Hsing Kung 龚行宪 荣誉理事 

      13. Chester Wang 王大成 荣誉理事 



     14. Ta-lin Hsu 徐大麟 荣誉理事 

     15. Wen Yuan 袁文 荣誉理事 

     16. Jong Chyuan Shaw邵中权 创会理事 

     17. Linan Liu 刘立男 创会理事 

     18. Roger Gao 高玉祥 原理事 

     19. Hui Xu 徐徽 资深义工  

     20. Kristen Lyn 潘欣欣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21. Stephanie Wang, Legal Officer 

  

Rookie of the Year   年度新义工奖 

1. 李萌 - 新加入欣欣后就承担起教师电脑的项目负责人。工作积极主动，细致认真。主动开

拓与微软的合作关系。 

2. 杜桐 - 担任 IT 部门顾问，为欣欣引入亚马逊云服务 AWS、微软云服务 Azure、微软

Office 365 及 Atlassian Confluence、JIRA 等网络软件系统，微软 SharePoint 网络文件共

享系统在欣欣获得广泛应用。同时也是教育专案部 IT 负责人，为欣欣教师培训，微研修

项目的资料收集存储做了很多工作。 

3. 赵千 - 在空中互动项目中负责义工小老师的培训交流，课件管理以及技术支持和宣传，为

项目的正规化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赵千同时积极参与青年部工作. 

                                              Excellence Award 优秀义工奖   

1. 沃佳 - 联络副部长，甘肃省代表，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非常有能力。不但主动承担联络部

多项工作，还积极主动地参加欣欣各项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 

2. 林纯   - 福建省代表    歌路营项目联络部协调负责人    多年资深义工， 为欣欣做了许多的

工作，不但认真负责而且尽心尽力。 

3. 戴飒 –欣欣资深义工，多年来主管设施改善项目和贵州省联络工作。每年坚持走访贵州学

校，了解学校的第一手资料。 

4. 徐俊毅 - 负责建校项目也曾担任青海省代表，多年资深义工，极具责任心，认真独立完成

每一项工作。 

5. 杨文 - 图书项目负责人，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注重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 

6. 欧丽华 – 担任图书项目部分工作，认真负责。 



7. 王荣秋 - 主持欣欣友谊信箱项目，工作积极主动认真，项目开展两年来，促进了欣欣孩子

们的学习热情，增加了中美孩子的友谊；并积极参与组织青年部宣传活动。还负责承担欣

欣活动主要协调人的重担。 

8. 陆雍涛 - 青年部 core counselor， 辅助青年部 HR 工作，包括 100+member 的

recruitment，义工 hour 的 tracking， 申报总统义工奖， 并参加空中互动作义工，承担文

化交流在青年部的执行， 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勇于接受挑战， 为青年部的发展壮大及

正规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9. 严钢 -  青年部 core counselor， 辅助青年部 HR 和 IT 的工作和微信群的管理，指导青年

部网站的设计和 recruitment strategy，锲而不舍收集 membership 材料， 努力 streamline 

processes， 他的认真负责促成了青年部今年非常成功的 recruitment。 严钢同时积极支

持友谊信箱和 fundraising 项目。 

10. 赵健：负责组织协调暑期的中美学生访问交流活动，成绩突出。2018 暑假共组织了 3 个

访问交流团队分别到四川，安徽和陕西开展活动。 

11. Cherine Chan- 青年部顾问， 辅助青年部 finance工作，同时负责跟欣欣财务的沟通，认

真负责，及时做好支持，保证了青年部项目的顺利执行。Cherine 还是 fundraising 的义

工。 

12. 张玲 – 担任欣欣多项工作，读书月活动收集整理材料，青年部顾问， 空中互动项目，

SPM更新等。非常积极认真，及时完成所担任的每项工作。 

13. 平来庆 – 负责 HR Orientation 工作， 也同时负责 SPM指南的编辑，工作非常积极认真负

责。 

14. 周幸 – 负责财务请款单审核，认真负责，仔细又快速。 

15. 王海玲 - 教育专案部协助 STEAM培训和后续微研修工作，非常积极认真，还组织了

2018 年欣欣教育基金会“农村教育创新论坛“。 

16. 郝海涛 -  云南省联络员，工作扎实认真，能按时并很好的完成各项联络工作。 

17. 尹意铭   - 内蒙自治区联络员， 不但认真完成内蒙学校的联络工作还负责今年打印机项

目，非常值得赞赏的年轻义工。 

18. 黄宏韬 -积极在 google 为欣欣募款，成绩显著。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杰出贡献奖 

1. 白晴 - 副会长兼任教育专案部部长，2014 年开始负责教师培训项目，贡献突出；同时为

青年部，活动部项目提供强有力支持， 促成了许多项目的成功开展。 

2. 钱旭飞 – 学校发展部部长，负责所有发展部项目， 责任大任务重；同时也担任扶轮社联

络员，贡献突出； 



3. 张大昌 -人力资源部部长，校长培训负责人及欣欣小画家活动的项目负责人， 工作认真负

责, 贡献突出。 

4. 胡敏 -学校联络部部长 ，工作兢兢业业、认认真真， 表现非常突出。  

5. 李健 - 青年部长，并负责空中互动项目，负责项目的整体规划和协调管理，认真负责，在

她的带领下项目蓬勃健康的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6. 陈爱斌 –学生活动部部长， 也负责文体设施项目，管理能力出众。今年各校需要的文体设

施品种繁多，数量不等，工作量巨大。爱斌不及繁琐，认真完成流程中的每一步。还积极

支持空中互动项目和青年部工作。 

7. 张勇 –信息技术 IT 部部长，积极开展 IT 工作, 同时还负责 HR 义工信息管理事务， 并参与

组织青年部学生交流活动。 

8. 孙戎 - 文宣骨干义工，是欣欣活动组织策划的主力，近年来欣欣视频，杂志，年刊都出自

她的手，做得非常棒，为欣欣的文宣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8国内义工获奖名单 

                                                 Rookie of the Year   年度新义工奖  

1. 李昳垚：参与并作为 HR9 月份的义工大会总负责人之一，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内

HR 义工激励方案的提出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另外还担任扬帆项目负责人，积极主动与

扬帆洽谈明年计划开展事项。 

2. 谷海英    欣欣优秀教师义工，黑龙江省联络员     认真负责完成对黑龙江省的联络工作，

积极热心的帮助国内 HR 做了很多超出职责之外的事。 

3. 陈玲：  欣欣优秀教师义工， 湖北省联络员 ，不但认真完美完成湖北学校的联络工作，很

热爱欣欣，为推广宣传写了很多优秀的文章。 

4. 覃占波：  湖南湘西联络员 ，非常优秀成熟的义工，对湖南湘西学校的联络工作尽心尽

力，异常让人感动。 

5. 周媛媛：欣欣优秀教师义工，在空中互动项目中负责课程的设计与不断完善以及欣欣老师

们的交流培训，并多次向欣欣老师们，校长们，教委，欣欣义工们介绍推荐项目，为项目

的发展壮大作出了特殊贡献。 

6. 许琼琼：欣欣优秀教师义工， 在暑期培训和微研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7. 谭冬香：欣欣优秀教师义工，在暑期培训和微研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8. 张萃：欣欣优秀教师义工，在暑期培训和微研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9. 云丽 ：欣欣优秀教师义工，在暑期培训和微研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Excellence Award 优秀义工奖 



1. 张勇为 ：  担任广西及海南省联络代表   对所负责省份的学校，教育局及侨办都有深入了

解，工作认真负责。 

2. 陆宏光 ：  担任广西省联络员  工作扎实认真，能按时并很好的完成各项联络工作。 

3. 许毅源    担任吉林省联络员  工作扎实认真，能按时并很好的完成各项联络工作，也积极

参与其他项目活动，值得鼓励。 

4. 张鑫珏：负责微研修项目的组织工作，认真负责。 

5. 王梓菲：负责部分国内财务工作，认真负责。 

6. 安依依：负责了半年时间面向新申请义工的 Orientation，并且对 Orientation 从线上到线

下拓展，和定期的举办，提了很好的建议。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杰出贡献奖 

1. 于晓红：欣欣优秀教师义工，教育专案部国内负责人，暑期积极参加了各项培训的组织工

作，带领国内教育专案部义工做出突出贡献。还积极参与读书月的活动，组织评选工作，

认真负责，成绩突出。 

2. 张超：欣欣读书月活动的负责人，工作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并担任学校发展部几个项目

的国内采买任务，包括文体和电脑项目等。努力踏实，贡献突出。  

3. 吴建萍：负责暑期培训会务工作，组织小画家和夏令营，非常尽力，兢兢业业。 

4. 毕卫：负责国内财务工作，并处理所有协议的盖章存档分发工作，工作量极其繁重。对所

有工作都非常仔细认真专业，从未出过任何差错。 

5. 王艳： 担任陕西省联络代表，常年来工作都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计个人得失，对社

会工作一如既往的无私奉献。 

6. 余新丽：担任安徽省联络代表及中国南方大区主任，对联络部工作事无巨细认真负责，热

心帮助学生活动部联络沟通学校，联络部不可或缺的优秀义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