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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龍官塘創業街15號萬泰利廣場26樓A室

Rm. A, 26/F., Montery Plaza, 15 Chong Yip St., Kwun Tong, Kln., H.K.

Tel: (852) 2690 1368    Fax: (852) 2690 1363

E-mail: hkfj.cef＠yahoo.com   http://www.hkfjcef.org

榮譽贊助人：	 梁愛詩	 王䓪鳴

榮 譽 主 席：	 施展望	 許奇鋒	 邱祥坤	 陳進強	 施建新	 朱銘泉	 顏純烱	

	 林志勝	 吳健南	 王明洋	 董吳玲玲	 徐偉福	 陳勇生	 周年茂

	 黃家榮	 林英達	 葉建明	 李聖潑	 蔡尚楷	 楊自然	 余　毅

	 謝燕川

會 務 顧 問：		 林　勁	 孫立川	 黃均瑜	 林建華

義 務 律 師：		 王東昇

義務核數師：		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主　　　席：	 徐志誠

副　主　席：	 劉志仁	 吳雅玲	 黃丹青	 葉華雄	 徐凱祥	 朱威澔	 郭國耀

	 葉華源	 劉德偉	 賴新達	 楊自順	 洪頂擁	 陳榮旋	 張上頂

	 陳　昆	 柯欣彤	 顏麗園	 許志群	 施文誕	 吳文典	 劉勝賀

	 林子峰	 黃逸泉	 黃偉鴻	 許純明	 何喜保	 施世倫	 施純民

	 施金象	 施錦珊	 施純錫	 徐中膺

執 行 董 事：	 王東昇	 王　峰	 王瑋麟	 王經潑	 王錦順	 吳健南	 吳祝支

	 吳豐園	 李聖潑	 李孝友	 李　勐	 李彩妙	 李泗岳	 余　毅

	 余　敏	 佘英杰	 沈慧林	 汪建華	 林志勝	 林英達	 林佑碧

	 林志堅	 林志君	 邱耀東	 柯維山	 施清衍	 施逸廷	 施俊男

	 施能宗	 施明哲	 洪明智	 徐偉福	 徐曉鶯	 孫建華	 張鐵岩

	 郭亨耀	 郭瑩穎	 陳勇生	 陳志烽	 陳國昌	 陳巧津	 陳真真

	 梁永豪	 曾瑋然	 黃家榮	 黃少玉	 楊自然	 董吳玲玲	 董清世

	 董榮顯	 趙景璋	 葉巧麗	 葉志聰	 劉達泉	 劉　燕	 劉蔚然

	 劉君偉	 潘迪生	 蔡尚楷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謝燕川	 鍾明發	 魏文生	 藍建平	 羅珠雄

（註：排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第 二 十 五 屆 董 事 會 名 單

掃描關注：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2019年度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 	

主　　　　　　席：	 徐志誠

副　　主　　席：	 劉志仁	 陳榮旋	 陳　昆	 施文誕	 吳文典	 劉勝賀	 徐中膺	 	

榮譽主席執行董事：	 林志勝	 黃家榮	 蔡尚楷	 楊自然	 余　毅	 謝燕川	 	 	

顧　　　　　　問：	 林　勁

執　行　董　事：	 王東昇	 李孝友	 李彩妙	 余　敏	 汪建華	 柯維山	 孫建華

	 劉蔚然	 蔡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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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

　　光陰荏苒，白駒過隙，轉眼間一年又將過去。2019年即將逝去，

2020新年的鐘聲漸漸來臨。在這辭舊迎新的美好時刻，我向基金會全

體董事同仁、善長仁翁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9年，是最難忘的一年，我們經歷了香港自二戰以來最動亂的

一年。基金會同仁們在這艱難時期，攜手共同走過，在本基金會同仁的

努力下，基金會會務蓬勃發展，籌得善款總額4千6百萬港元，創基金

會創會以來的最高籌款記錄。我們在福建、雲南、廣西、江西、吉林、

山東等省市援建多所「希望小學」；捐助各項教育基金和『智慧希望網

校』；分別在青海省獎勵102名和寧夏回族自治區獎勵100名「最美

的鄉村教師」；出席廣西容縣「志媚基金樹人班」的開班典禮；組團訪

問福建、青海、廣西、寧夏、吉林、雲南六省為本會在該省捐建的學校

驗收、揭牌；在香港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領導，更加緊密與各地的聯

繫、交流。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獲「希望工程」

三十周年公益之心獎，這是中國「希望工程」三十周年對我們基金會工

作的充分肯定和贊同。

　　2019年，適逢祖國70周年華誕和中國「希望工程」實施30周

年，我用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希望工

程」寄語與各位同仁共勉。習主席指出，在黨的領導下，希望工程實

施30年來，聚焦助學育人目標，植根尊師重教傳統，創新社會動員機

制，架起了愛心互助和傳遞的橋樑，幫助數以百萬計的貧困家庭青少年

圓了上學夢、成長為奮鬥在祖國建設各條戰線上的棟樑之材。希望工程

在助力脫貧攻堅、促進教育發展、服務青少年成長、引領社會風尚等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讓青少年健康成長，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所系。

　　即將到來的2020年，感謝各位同仁在過去一年對我的信任和支

持，讓我們一起迎接新年的來臨！祝各位基金會同仁們和支持我們工作

的社會各界朋友們，在新的一年裡：平安健康！吉祥如意！事業蒸蒸日

上！家庭幸福美滿！

新 年 賀 詞新 年 賀 詞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主席：徐志誠  謹上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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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2019年9月9日，在全國

第35個教師節來臨之際，青

海省黃南州澤庫縣隆重舉行首

屆輝峰“最美鄉村教師獎”頒

獎大會，青海省政協委員、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

席楊自然為團長、施文誕副主

席為副團長、“最美鄉村教

師”獎贊助人劉輝峰等人出席頒獎典禮。出席頒獎典

禮還有青海省政協港澳臺僑和外事委員會專職副主任

黃世和，黃南州政協副主席拉結加等領導參加頒獎活

動，黃南州澤庫縣、河南縣兩縣50名來自基層鄉鎮的

鄉村教師受到隆重表彰。

輝峰“最美鄉村教師”獎是通過青海省政協港澳

臺僑和外事委員會牽線搭橋，由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贊助人劉輝峰先生出資港幣28.6萬元實施的，以

優秀鄉鎮一線教師為評獎對象的專項獎金。他們是一

群美麗的鄉村教師紮根鄉村，是一群撐起了鄉村孩子

們的明天和希望。教師工作沒有轟轟烈烈的輝煌，備

課、上課、批改作業，輔導、家訪，他們在艱苦中呵

護著孩子們。斗轉星移，寒來暑往，他們在鄉村教師

的工作崗位上堅持了無數個日日夜夜。他們以甘為人

梯、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帶著“捧著一顆心來，不

劉輝峰贊助“最美鄉村教師”頒獎典禮劉輝峰贊助“最美鄉村教師”頒獎典禮
在青海澤庫舉行在青海澤庫舉行

帶半根草去”的園丁情懷，為基層教育事業付出著自

己應有的貢獻。

黃南州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才旦致詞時說：“最美鄉

村教師”獎評選活動，旨在進一步弘揚全社會尊師重

教的社會風尚，推動全社會關心教育、關心教師，鼓

勵更多的優秀教師扎根農村，為農村牧區孩子服務。

受嚴酷的自然環境、長期滯後的教育發展基礎等因素

制約，我州教育工作任重而道遠，加快發展我州教育

事業，仍然是當前十分緊逼的重大政治任務，需要全

體教育工作者凝心聚力、統籌推進。

“最美鄉村教師”獎贊助人劉輝峰先生鼓勵獲獎老

師：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只有人才的續持培養，才

能實現你們當地社區，仍至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持續的

發展。希臘的先聖蘇格拉底講過：“知識就是善。＂

青海省黃南州首屆輝峰“最美鄉村教師獎”獲獎教師與領導嘉賓合影

贊助人劉輝峰，在輝峰
“最美鄉村教師獎”頒
獎典禮致詞。

黃南州獲獎的“最美鄉村教師”出席頒獎典禮



青海省黃南州首屆輝峰“最美鄉村教師獎”
贊助人劉輝峰向獲獎教師頒發獎金和證書。

青海省黃南州首屆輝峰“最美鄉村教師獎”頒獎現場

“最美鄉村教師獎”贊助人劉輝峰(前排左五)與獲獎部份藏族教師合影

向獲獎教師頒發“最美鄉村教師獎”證書和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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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最美鄉村教師~~最美鄉村教師~

很感謝各位老師，帶領你的學

生，走向善的終岸。

澤庫縣西卜沙鄉中心寄宿

制完小多代本校長，代表受表

彰的50名“最美鄉村教師”

教師發言：香港福建希望工程

基金會捐建了一所所“希望小

學＂，使多少失學孩童重新走

進教室；每年為“最美鄉村教

師”獎，獎勵優秀教師扎根農村牧區；幫助貧困學生

“圓夢計劃”獎學金活動；為祖國教育事業做出巨大

貢獻，我僅代表“最美鄉村教

師”向你們表示將更加堅定對

教育事業奮鬥終身。

訪問團一行回訪了由青海

省政協委員、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榮譽主席楊自然為團

長在10年前捐建的澤庫縣恰科

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國橋希望

小學，楊自然為團長再次向該校捐款人民幣伍萬元，

獎勵該校優秀師生，並詳細瞭解他們的家庭狀況和生

活近況，向他們表示親切的慰問和真誠的關懷。當地

教師紮根基層、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辛勤耕耘深

為敬佩，鄉村教師們紛紛表示將繼續發揚苦幹實幹

精神，為教育事業做出貢獻。

楊自然為團長在學校致詞時說：今天我很榮幸

帶領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同仁來到我8年前來

過的地方，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隆重接待，感到很

榮幸，很感謝這麼多年後你們還記的我。我在這裡

介紹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基金會創會

25年來至今已籌得善款港幣3.83億元，在國內23

個省份援建了634所「希望小學」；台灣南投縣援

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名孤兒學習費用；資

青海省政協委員、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
譽主席楊自然致詞

澤庫縣西卜沙鄉中心寄
宿制完小多代本校長代
表受表彰的50名最美
鄉村教師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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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842名寧夏、青海的優秀中小學貧困教師；獎勵香港

品學兼優的中學生846名；國內資助了萬餘名學童的五

年學費；資助貧困大學生972人完成學業；捐助各類

教育基金，並在兩岸三地開展多種獎教助學活動。基

金會先後榮獲「福建省捐贈公益事業突出貢獻獎」、

「雲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族

教育事業特別貢獻獎」、「希望工程20年」特別貢獻

獎、「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總會頒發「第二屆

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政協「特別貢獻獎」；

廣西統一戰線脫貧攻堅先進單位。2009年至2018年在

青海建校29所，捐資教育基金、獎勵最美鄉村教師，

捐資港幣1,461.29萬元；今年徐曉鶯捐款港幣30萬元

已在果洛州獎勵52位最美鄉村教師，還將捐建2所希望

小學捐款港幣110萬元，今天在這裡，澤庫縣由劉輝峰

先生捐款港幣28.6萬元，獎勵50位最美鄉村教師。

教師代表仁那措說：作為受助的學校，我們會宣

傳好您的助教助學精神，以做好學校工作為動力，作

為老師，我們要做好教書育人，才能不愧您的關心和

支持，我們要以一顆感恩的心，用優異的成績回報社

會。

五年級學生代表才松杰布在感謝信中說道：2010

年時，我們學校因為缺少教室，學生不得不坐在破舊

的房子裡上課，是您申出援助之手，讓我們坐在寬

敞明亮的教室裡學習。您今天又再次捐款獎勵我們學

生，讓我們改善生活和學習條件，您的愛心行動的意

義遠遠不止是物質和金錢的援助，更重要的在於精神

鼓勵和支持。您的美德，必將成為一種巨大的無形精

神力量。激發同學們的學習熱情，激勵我們同學們努

力學習、艱苦奮鬥、刻苦鑽研、學有所成，長大後回

報社會讓愛心火炬世代相傳。

澤庫縣恰科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國橋希望小學校長(右二)
向楊自然榮譽主席(左二)頒發錦旗，基金會施文誕副主席(左
一)、“最美鄉村教師”獎贊助人劉輝峰陪同接受。

楊自然榮譽主席(左二)代表基金會致送會旗予學校，由校長
接受。

出席澤庫縣恰科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國橋希望小學頒獎典禮領導嘉賓



青海省政協委員、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席楊自然
為部份獲獎教師頒發獎金

楊自然榮譽主席與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澤庫縣恰科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國橋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澤庫縣恰科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國橋希望小
學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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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最美鄉村教師~~最美鄉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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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青海省黃南州“最美鄉村教師”獎獲獎名單（50名）青海省黃南州“最美鄉村教師”獎獲獎名單（50名）
序號 姓名 性別 工作單位 職務 學歷 教齡

1 多吉措 女 澤庫縣麥秀鎮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20 年

2 吉太加 男 澤庫縣巴灘牧場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20 年

3 剛日加 男 澤庫縣和日鎮唐德尕圖禾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17 年

4 增太吉 女 澤庫縣麥秀鎮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16 年

5 昂旦紮西 男 澤庫縣城關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21 年

6 紮西知白 男 澤庫縣城關寄宿制完小 教師 專科 21 年

7 南加東知 男 澤庫縣和日鎮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4 年

8 旦正多傑 男 澤庫縣多禾茂鄉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16 年

9 才讓東知 男 澤庫縣西卜沙鄉中心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15 年

10 卓瑪姬布 男 澤庫縣多禾茂鄉克寧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15 年

11 才　讓 男 澤庫縣多禾茂鄉萬青寧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15 年

12 尕藏才讓 男 澤庫縣多禾茂鄉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3 年

13 改旦多傑 男 澤庫縣和日鎮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4 年

14 娘吉加 男 澤庫縣麥秀鎮保潔寄宿制完小 校長 本科 15 年

15 愛智卓瑪 女 澤庫縣澤曲鎮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21 年

16 加華多傑 男 澤庫縣麥秀鎮多龍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19 年

17 吉毛才讓 女 澤庫縣麥秀鎮龍藏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15 年

18 旦正昂加 男 澤庫縣麥秀鎮尼桑堂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19 資旦加 男 澤庫縣麥秀鎮桑哇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25 年

20 俄見傑布 男 澤庫縣寧秀鄉尕強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15 年

21 切太加 男 澤庫縣寧秀鄉嘛呢曲郭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15 年

22 旦正加 男 澤庫縣寧秀鄉哇樂瑪寄宿制完小 副校長 專科 15 年

23 小　紅 男 澤庫縣寧秀鄉哇樂瑪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20 年

24 切　巴 男 澤庫縣寧秀鄉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15 年

25 周　多 男 澤庫縣恰科日澤雄堂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20 年

26 南拉加 男 澤庫縣王家鄉旗龍寄宿制完小 教師 本科 15 年

27 多巴才讓 男 澤庫縣王家鄉寄宿制完小 教師 大專 21 年

28 多代本 男 澤庫縣西卜沙鄉中心寄宿制完小 校長 研究生 21 年

29 萬瑪加 男 澤庫縣寧秀鄉澤雄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本科 19 年

30 才讓當周 男 澤庫縣寧秀鄉寄宿制中心完小 教師 大專 22 年

31 索南吉 女 河南縣優幹寧鎮第一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21 年

32 看召吉 女 河南縣優幹寧鎮第一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22 年

33 金海峰 男 河南縣優幹寧鎮第二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本科 15 年

34 才讓當周 男 河南縣優幹寧鎮第二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中專 28 年

35 雄　班 男 河南縣托葉瑪鄉寄宿制完全小學 黨支部書記 大專 29 年

36 冷　知 男 河南縣托葉瑪鄉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本科 22 年

37 公保東知 男 河南縣托葉瑪鄉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21 年

38 才讓本 男 河南縣賽爾龍完小 教師 大專 19 年

39 賽旦措 女 河南縣賽爾龍完小 教師 大專 20 年

40 華　桑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一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19 年

41 夏吾周毛 女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一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19 年

42 楊本加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三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18 年

43 才讓東智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三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本科 23 年

44 公巴加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二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22 年

45 公保加 男 河南縣寧木特鎮第二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中專 19 年

46 尕瑪仁增 男 河南縣柯生鄉中心寄宿制完全小學 校長 大專 34 年

47 蘭公加 男 河南縣柯生鄉中心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大專 19 年

48 夏吾多傑 男 河南縣柯生鄉中心寄宿制完全小學 教師 專科 20 年

49 尕　旦 男 河南縣多松完小 教師 中專 26 年

50 桑　果 男 河南縣多松完小 教師 大專 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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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由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和自治

區教育廳聯合舉辦的全區“最美鄉村教師”頒獎儀式

在銀川市舉行。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郭虎、自治區政協

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專職副主任楊志中、自治區教育廳

王建平副廳長，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

誠，榮譽主席、自治區政協委員黃家榮，出席了頒獎

儀式並為獲獎教師頒發了證書及獎金。

此次評選活動是為了表彰在鄉村教育事業中取得突

出成績，作出卓越貢獻的優秀鄉村教師，並在鄉村任

教二十年以上，經學校推薦、層層評選、自治區評審

小組審定，自治區政協辦公廳和自治區教育廳決定授

予高建忠等100名教師“最美鄉村教師”榮譽稱號。並

得到了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大力支持，100名來

自全區“最美鄉村教師”每人將獲得人民幣4400元的

獎金，這些獎金均由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

席黃家榮先生贊助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致詞時說：

首先感謝此次寧夏“最美鄉村教師”贊助人黃家榮先

生，他對教育的捐款已超過港幣850萬元，贊助了五屆

寧夏“最美鄉村教師”，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又

是一位慈善家。他曾經接受大公報記者鄧韻妍採訪時

說：「今天國家雖已稱得上繁榮富強，但一些貧困地

區、高寒山區、民族地區、邊遠地區教育設施仍非常

簡陋和缺乏。要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唯有從提供基

礎教育做起，授人以漁，助人自助，才是希望所在，

幸福之始」。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當老師的心

中只有一個希望，希望我們所教的學生將來成為建設

祖國、建設家鄉的優秀人才，希望自己的學生青出於

寧夏回族自治區100位“最美鄉村教師”與領導、嘉賓合影。寧夏回族自治區100位“最美鄉村教師”與領導、嘉賓合影。

寧夏回族自治區100名教師獲“最美鄉村教師”殊榮寧夏回族自治區100名教師獲“最美鄉村教師”殊榮
徐志誠主席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團訪問寧夏徐志誠主席率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訪問團訪問寧夏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席黃家榮(前排右)贊助港
幣50萬元獎勵是次“最美鄉村教師”獎金，由自治區政協教
科文衛體委員會專職副主任楊志中(前排左)，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後排左)、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郭虎
(後排中)、自治區教育廳王建平副廳長一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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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勝於藍。幾十年前我和大家一樣，是一個教師，教

高中物理，以後成為省重點中學的校長，我當高中物

理老師時候，有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他跳級考大學

時，在那個極左的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該

學生受到莫須有的罪名打擊，沒有人出來講話，我是

學校黨支委，我站出來為他說了公道的說話，使這位

學生免受迫害。幾十年後這位學生聽說我要擔任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時，就對我說：徐老師我捐

款1千萬元人民幣支持你。這位學生就是我們基金會這

一屆的籌委主席，下一屆的主席劉志仁。在我擔任基

金會主席時，得到了的很多學生的支援，學生們紛紛

捐款支持我，這一屆的籌款達港幣4600萬元，所以說

教師這個職業是無尚的光榮。

寧夏“最美鄉村教師”贊助人黃家榮先生說：今

天出席典禮的都是表現優秀和長時間愛崗敬業的山區

老師，你們願意澹泊自甘，留駐原地為家鄉的孩子的

教育付出青春和心血，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世界這麼

大，但未能動搖你們出去看看，靠的是你們懷著一份

鄉土情和一顆奉獻心。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過去經常

說，貧困農村的孩子能不能走出大山，就看當地老師

教得好不好，老師仿佛成為山裡兒童的幸福締造者，

任務很神聖。可以濃縮點說老師的責任是在改變山區

兒童的命運。馬雲曾說過：“一個國家富不富強，就

看它的鄉村教育辦得好不好”，這是千真萬確的，農

村教育就是國家教育的最深層發展，只有農村教育辦

好了，國家的教育理念才說得上貫徹到底，現在國家

偏遠地方的鄉村教育要從量變改為質變了。老師們，

你們當前的工作是要把農村的教學品質盡力提升，拉

緊與城市間的距離。如界能達到，那就不只改變娃娃

的命運，而是改變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

獲獎老師代表青銅峽甘城子中心學校老師李長春致

詞：我是一名在農村教學24年的老教師，深明百年大

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教師大計，師

魂為本。我們幹一行愛一行，兢兢業業，勤奮努力，

在農村也會擁有一片藍天。我們樂於奉獻、心無旁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主席徐志誠致詞

獲獎老師代表青銅峽甘
城子中心學校老師李長
春致詞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榮譽主席、贊助人黃
家榮致詞

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
王建平副廳長致答謝詞

部份獲獎老師代表上台接受證書和獎金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席、贊助人黃家
榮(左)向獲獎教師頒發了證書和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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騖守初心；愛崗敬業、勤奮耕耘擔使命；不畏浮雲、

堅定信心向未來。繼續踏踏實實做好教育教學工作，

關心每一位學生健康成長，為鄉村教育發展貢獻自己

的一份力量。

寧夏回族自治區教育廳王建平副廳長致詞：農村

教育是當代中國教育的重點，是佔中國教育的絕大部

分，其普及程度及教育水準，直接影響全國普及教育

和基礎教育的實現程度，直接決定了提高人口素質及

人均文化水準的程度，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是教育發展

的長期長遠，作為農村教育中的主體-教師，身上擔

負著任重而道遠的任務。“國運興衰，繫於教育；三

尺講臺，關乎未來”。希望受表彰的各位老師，忠誠

事業、恪盡職守，始終保持腳踏實地、無私奉獻的敬

業精神；始終保持淡薄名利、甘為人梯的崇高境界；   

始終保持蓬勃的朝氣、昂揚的銳氣，踏實工作，無私

奉獻。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說：“要想完成鄉村教育

的使命，屬於什麼計劃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過一切

的條件是看同志們肯不肯把整個的心獻給鄉村人民和

兒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裡發出來

的，才能達到心的深處。”

“最美鄉村教師”的評選旨在增強更多鄉村教師的

榮譽感。近年來，寧夏回族自治區認真貫徹落實《中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

的意見》和國家、自治區鄉村教師支持計畫（2015-

2020年）實施辦法，全區鄉村教師隊伍發生了很大

變化，鄉村教育品質有了明顯提高，湧現出一批愛

崗敬業、吃苦耐勞、品德高尚、業績突出的優秀鄉村

教師。鄉村教師資源配置明顯改善，教育教學能力穩

步提升，合理待遇得到依法保障，職業吸引了明顯增

強，逐步形成了“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良好

局面。2016年起國家、自治區給每個鄉村教師發放

鄉村教師補貼和鄉鎮工作者補貼，職稱評定向鄉村教

師傾斜，建立鄉村教師榮譽制度，頒發證書、節日慰

問、定期療養得到落實。同時為鄉村教師創造更多學

習提高機會，通過定向農村公費師範生項目、鄉村骨

幹教師計畫不斷增強鄉村教師隊伍力量。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於1999年響應中央西

部大開發，配合福建省政府對口扶貧，建設寧夏的號

召，二十年來基金會不斷的對寧夏基楚教育的資助，

基金會對寧夏捐助已超過港幣2,383萬元，捐希望小學

55所、捐助各類教學設備、教育基金。近年開始對紮

根農村優秀鄉村教師給予獎勵，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舉辦獎勵“最美鄉村教師”已

是第六年了，已有730位教師得到獎勵。訪問團一行走

訪銀川市六盤山高級中學，參觀學校教學狀況，瞭解

學校互聯網教學情況。

出席此次頒獎活動的還有：孫建華、葉巧麗、    

劉燕、洪重慶、孫建新、孫建軍、戴秀專、洪汪莉、

陳玲。

寧夏回族自治區“最美鄉村教師”頒獎儀式在銀川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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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獲獎教師合影留念

訪問團一行走訪銀川市六盤山高級中學

訪問團一行六盤山中學校長訪問團一行六盤山中學校長
金存鈺(前排右二)合影金存鈺(前排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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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寧夏“最美鄉村教師”名單（100名）
姓 名 任 教 學 校

高建忠 興慶區第二十九小

林占軍 興慶區月牙湖回民中學

石雪梅 興慶區掌政中學

楊麗華 興慶區六小鹼富橋校區

舍文廣 金鳳區涇龍回民小學

徐　妍 金鳳區第十五小學

丁鳳琴 金鳳區神華愛心小學

王貴榮 西夏區十六小學

楊維俊 西夏區奕龍小學

馬春蓮 西夏區興涇一小

張鳳英 西夏區十八小學

王興蔚 永寧縣望遠中學

李榮陞 永寧縣閩寧中學

薛金鳳 永寧縣望遠中心小學

張雪瑞 永寧縣閩寧中心學校

達學文 賀蘭縣暖泉農場小學

馬冬梅 賀蘭縣立崗鎮蘭光小學

楊艷萍 賀蘭縣五星小學

王桂琴 賀蘭縣立崗鎮立崗小學

張　燁 靈武市東塔學校

李文幫 靈武市杜木橋回民小學

馬金伏 靈武市狼皮子梁學校

楊金紅 靈武市東塔回民小學

龐忠智 大武口區隆湖四站小學

楊忠榮 石嘴山市星海小學

火恆茂 大武口區隆湖一站學校

王跟富 石嘴山市新民小學

馬秀琴 惠農區回民學校

靳自芳 惠農區惠農中學

王學兵 惠農區禮和中心小學

李學梅 惠農燕子墩鄉中心小學

劉鳳翔 平羅縣陶樂中學

安月琴 平羅縣陶樂頭閘九年制學校

張學芳 平羅縣陶樂崇崗寄宿制學校

高彥紅 平羅縣陶樂通伏中心學校

丁學花 吳忠市利通區漢渠學校

馬永明 吳忠市利通區金銀灘學校

趙興琦 吳忠市利通區扁擔溝五里坡小學

楊寶仁 吳忠市利通區馬連渠中心漢北堡小學

李長春 青銅峽市甘城子中心學校

趙向楓 青銅峽市回民中學

高迎風 青銅峽市光輝中心小學

周海萍 青銅峽市第三中學

馮彪廷 鹽池縣第四中學

張明江 鹽池縣大水坑第二小學

苗文軍 鹽池縣高沙窩中心小學

唐　樹 鹽池縣王樂井中心小學

童玉剛 同心縣石獅中心學校

祁學勤 同心縣張家塬中心學校

馬自伏 同心縣田老莊中心學校

姓 名 任 教 學 校

李　偉 同心縣馬高莊中心學校

蘇雲峰 同心縣韋州中學

劉仲學 同心縣第三中學

白國文 吳忠市紅寺堡區新莊集東川小學

陳玉華 吳忠市紅寺堡區紅寺堡鎮中心學校

蘭志高 吳忠市紅寺堡區大河第五小學

石顯宏 吳忠市紅寺堡區柳泉東泉小學

丁普清 固原市原州區炭山鄉中心

盧滿彩 固原市原州區寨科鄉中心小學

雷玉芳 固原市原州區張易鎮中心小學

張　勇 固原市原州區河川鄉中心小學

劉永傑 固原市原州區頭營鎮中心小學

蔣發喜 固原市原州區黃鐸堡鎮中心小學

王世傑 西吉縣平峰鎮中心小學

馬　芳 西吉縣馬蓮鄉中心小學

王　明 西吉縣震湖鄉中心小學

李志強 西吉縣田坪鄉中心小學

牛新蕊 西吉縣吉強鎮中心小學

康豐德 西吉縣紅耀鄉九年一貫制學校

倪巨鵬 西吉縣什字鄉中心小學

魏宗傑 隆德縣好水鄉紅星小學

畢世明 隆德縣楊河鄉中心小學

張曉峰 隆德縣溫堡鄉杜川小學

史太忠 隆德縣鳳嶺鄉中心小學

白文選 隆德縣城關鎮十里小學

於彩虹 涇源縣興盛學區民族小學

顧蘭女 涇源縣大灣鄉中心小學

田　軍 涇源縣什字中學

馬明俊 涇源縣涇河源鎮白面民族小學

郭治軍 彭陽縣白陽鎮中心學校

袁　慧 彭陽縣紅河鎮初級中學

趙永寧 彭陽縣羅窪鄉中心學校

何志清 彭陽縣王窪鎮石岔民族小學

馬　軍 彭陽縣新集鄉初級中學

張永遠 中衛市沙坡頭區宣和鎮東月學校

王治業 中衛市沙坡頭區黑林學校

陳生蓮 中衛市沙坡頭區鎮羅中學

徐懷國 中衛市沙坡頭區彩達小學

焦建兵 中寧縣長山頭中學

劉明霞 中寧縣餘丁完小

張建玲 中寧縣舟塔九年制學校

魏光榮 中寧縣第三中學

陳　艷 中寧縣鳴沙九年制學校

馬永國 海原縣關橋鄉賀堡小學

李海鵬 海原縣史店鄉沙河小學

魏　新 海原縣鄭旗中學

田香萍 海原縣曹窪鄉中心幼兒園

楊建東 海原縣九彩鄉九年一貫制學校

胡生永 海原縣三河中學

任傑寧 東基地管委會寧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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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年 8

月31日至9月4

日 ， 香 港 福 建

希望工程基金會

組團訪問了廣西

壯族自治區柳州

市、容縣。此次

訪問以基金會徐

志 誠 主 席 為 團

長，劉志仁副主席為副團長，基金會一行14人訪問了

廣西的柳州市、容縣，為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今年4月

為容縣高中和容州鎮第一中優秀貧困學生，各捐款50

萬元港幣，共100萬港幣設立“志媚基金樹人班”。為

弘揚志媚基金的大愛慈善精神，激勵受助學生銘記恩

情，奮發學習，9月3日在容縣高中和容州鎮第一中分

別舉行了隆重的“志媚基金樹人班”揭牌儀式。

出席儀式的嘉賓有：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

廣西僑鄉容縣兩中學“志媚基金樹人班”揭牌廣西僑鄉容縣兩中學“志媚基金樹人班”揭牌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廣西柳州、容縣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廣西柳州、容縣

徐志誠，副主席

劉志仁，志媚基

金捐方代表謝勇

紹、朱寧，玉林

市僑聯副主席陳

毅南，容縣縣委

常委、宣傳部部

長秦健萍，玉林

市僑聯名譽主席

鍾雄，容縣僑聯主席陀玉容，容縣教育局副局長鄧華

陽，容縣高中校長李傳松，容州鎮第一中校長賴業歡

出席兩校“志媚基金樹人班”揭牌儀式。

何謂“樹人班”，樹人就是立德樹人，艱苦奮鬥廉

潔自律，這些是我們身為中華兒女要牢記的，它們畢

竟是我們做人的人生目標。志媚基金會成立了“樹人

班”，相信未來很多清華學子都會從這裡走出來的。

志媚基金還對容州鎮第一中獎勵了十個班，66個品學

訪桂團的成員與洪頂擁伉儷捐建的百省鄉那孟村完小『正勤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合影

容縣縣委常委、宣傳部
部長秦健萍致詞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主席、訪問團團長  
徐志誠致詞

志媚基金捐方代表、澳洲
悉尼商會副會長朱寧致詞

容縣領導、訪問團成員與容縣高中“志媚基金樹人班”學生合影。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右)將“志媚基金樹人
班”牌匾交予容縣高中黨委書記、校長李傳松。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右二)、志媚基金捐方
代表謝勇紹(右一)、朱寧(右四)將基金會會旗交予容縣高中黨
委書記、校長李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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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優的貧困學生，每人人民幣1000元獎學金。

“樹人班”是容縣高中的品牌，黨委書記、校長李

傳松在致詞中介紹：2019年高考成績再創歷史新高。

今年一本上線人數1025人，首次突破千人大關，位居

廣西縣級高中第四名，位居廣西所有的高中第十名。

兩名同學分別考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該校2019屆

“樹人班”成績尤其突出，全班64人，600分以上有

62人，全部考上一本重點線。

容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秦健萍在兩校“志媚基

金樹人班”揭牌儀式說：“志媚基金樹人班”開班，標

誌著三年後你們將從這裡走向全國各地的重點大學學

習。我希望所有受助學生銘記志媚基金的愛心捐贈和幫

助，發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精神，用行動

回報社會；縣委、縣政府也將一如既往關心支持教育事

業，在各方支持“樹人班”的建設；宣揚志媚基金、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愛心人士的慈善行動，傳播正

能量，以喚起更多人間真情和愛心義舉。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訪問團團長徐志

誠介紹基金會：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創會於1994

年，25年來共籌得善款3.83億港元，至今已籌得善款

港幣3.83 億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34所「希望

小學」；台灣南投縣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名

孤兒學習費用；資助842名寧夏、青海的優秀中小學貧

困教師；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846名；國內資助

了萬餘名學童的五年學費；資助貧困大學生972人完

成學業；捐助各類教育基金，並在兩岸三地開展多種

獎教助學活動。基金會先後榮獲「福建省捐贈公益事

業突出貢獻獎」、「雲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寧

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獻獎」、「希望工

程20年」特別貢獻獎、「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

總會頒發「第二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政協

「特別貢獻獎」；廣西統一戰線脫貧攻堅先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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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6日基金會第廿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至

今，籌款達4600萬元，已捐建6所希望小學，捐助各

項教育基金和教學設備，在青海、寧夏獎勵最美鄉村

教師，在香港為本地家庭清貧、自強不息的優秀中學

生頒發獎學金。基金會5月26-29日組團訪問泉州，為

基金會在德化縣捐建的世界晉江同鄉會希望小學落成

剪綵，及在德化縣第一中學舉行向德化縣教育事業捐

款320萬元儀式；今年還將組團訪問廣西、寧夏、青

海、吉林、雲南、福建，瞭解基金會在該地區援建的

項目落實情況。今後基金會將致力捐建智慧型網校，

希望讓孩子們共用優質教育。

基金會由2009年起開始對廣西壯族自治區援建

了41所的希望小學，2個“樹人班”總捐款達到港幣

1700萬元。今天我們又來到了容縣出席2個“樹人

班”開學揭牌典禮，與同學們做近距離的接觸交流。

我要向各位介紹一下其捐資人陳秉志先生，他是香港

一位成功企業家，他經營的企業涵蓋了房地產、礦

產、金融、保險等行業。他熱心公益事業，尤其熱心

教育事業，已通過我基金會在寧夏、雲南、新疆、甘

肅、青海、廣西、西藏、福建等17個省市自治區，建

希望小學143所，幼兒園1所，希望大橋1座，維修學

校13所，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容縣2個“樹人班”，

陳秉志伉儷在廣西捐建的希望小學就有23所。捐款總

額近港幣6千900萬元。今年陳秉志伉儷又以志媚基金

的名義捐款港幣800萬，資助國內教育事業。

勉勵同學們能夠「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

下」，以儒家積極進取的精神，接受各種人生挑戰，並

以實際行動好好學習，以優異的成績來報答教育培養你

們的老師和家長，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要努力幫助他

人，回饋社會，對社會做出更多更有益的貢獻！

志媚基金捐方代表、澳洲悉尼商會副會長朱寧在

致詞指出：之前容縣高中“樹人班”高考全部都考上

了一本大學，這對我們很大鼓舞，今年4月我們通過香

港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捐款港幣100萬元，為容縣

高中和容州一中優秀貧困學生，設立“志媚基金樹人

班”。延續“樹人班”的成就，讓更多的學子努力學

習，成就人生夢想。

訪問團參觀考察了柳州市工業博物館、奇石館、濱

江大道、東堤路碼頭夜遊船河，拜會柳州福建商會，

出席柳州福建商會中秋晚宴；在容縣參觀考察了博物

館瞭解容縣建縣史、遊覽真武閣、開元寺、都嶠山。

訪問團成員還有：汪建華、孫建華、陳巧津、葉

巧麗、劉燕、洪重慶、劉施琪樂、戴秀專、洪汪莉、   

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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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媚基金捐方代表謝勇紹(右)向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頒發獎
學金。

志媚基金捐方代表朱寧(右)、容縣容州鎮第一中校長賴業歡
(左) 向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頒發獎學金。



容縣領導、訪問團成員與容縣容州鎮第一中“志媚基金樹人班”學生合影。

容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秦健萍(右三)、訪問團團長徐志誠(右四)、副團
長劉志仁伉儷(左三、四)、容縣縣委統統部曾漢萍副部長(左一)與容州鎮第
一中獲獎學生合影。

志媚基金捐方代表謝勇紹(右三)、朱寧(右二)容州
鎮第一中獲獎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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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 以善濟學 大愛無疆 潤澤鄉村松花江畔 以善濟學 大愛無疆 潤澤鄉村

訪問團成員與吉林市領導在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捐建的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10月8日晚吉林市熊亮華常務副市長、吉林市教育

局楊偉光局長、吉林市外事辦呂吉權主任、吉林市委

統戰部趙冬副部長、吉林市教育局馬立昌副局長、吉

林市外事辦周天石副主任等領導在西關賓館會見基金

會訪問團一行。熊亮華常務副市長代表市委、市政府

對基金會代表團的來訪表示歡迎，對基金會為改善吉

林市教育事業發展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並向基金會

訪問團介紹吉林市的發展情況，歡迎基金會的企業家

到我市投資興業。同時，代表受益地區的學校老師和

學生，當著你們面對表示感謝！

改善辦學條件 積極慈善教育
代表團團長徐志誠主席向吉林市的領導介紹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基金會創會於1994年12月，25

年來共籌得善款3.83億港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

634所「希望小學」；台灣南投縣援建了2所學校，及

資助台中43名孤兒學習費用；資助842名寧夏、青海

的優秀中小學貧困教師；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

846名；國內資助了萬餘名學童的五年學費；資助貧困

大學生972人完成學業；捐助各類教育基金，並在兩

岸三地開展多種獎教助學活動。基金會先後榮獲「福

2019年10月8至12日，正值金秋十月，祖國70周年華誕之際，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團

訪問了吉林市。此次訪問一行12人，以基金會主席徐志誠為團長，副主席劉志仁為副團長。期間

共訪問了吉林市、舒蘭市、船營區、樺甸市、昌邑區、豐滿區、龍潭區，為本會捐款人志媚基金

陳秉志伉儷在吉林市援建的6所『正心希望小學』剪綵揭牌，實地考察、驗收捐資助學專案。吉

林市委統戰部趙冬副部長、市教育局馬立昌副局長全程陪同考察，並與代表團共同為『正心希望

小學』揭牌。2013年至2018年，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和志媚基金向吉林市捐款2000萬港

幣，分別在船營區、昌邑區、豐滿區、龍潭區、永吉縣、磐石市、樺甸市、舒蘭市等地25所學校

校舍建設和設備購置，為改善吉林市農村學校辦學條件做出了積極貢獻。訪問團所到之處都受到

各地領導的高度重視和熱情的接待，讓每一個訪問團成員倍感親切，更加堅定我們為農村的基礎

教育事業貢獻一份綿薄之力。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吉林市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吉林市



訪問團成員與吉林市領導合影

訪問團團長徐志誠主席(右三)致送紀念品與吉林市政府，由熊
亮華常務副市長(左四)代表接受，陪同領導教育局楊偉光局長   
(左三)、吉林市外事辦呂吉權主任(左二)、吉林市委統戰部趙冬
副部長(左一)

吉林市熊亮華常務副市長
(左)致送墨寶予基金會，由
徐志誠主席代表接受。

吉林市教育局楊偉光局長
(左)致送6所正心希望小學
紀念冊，由訪問團副團長劉
志仁副主席(右)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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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捐贈公益事業突出貢獻獎」、「雲南省希望工程

貢獻獎」、「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獻

獎」、「希望工程20年」特別貢獻獎、「八閩慈善家

獎」、中華慈善總會頒發「第二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

獎」、青海省政協「特別貢獻獎」；廣西統一戰線脫

貧攻堅先進單位。

今年4月26日基金會第廿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至

今，籌款達4600萬元，已捐建6所希望小學，捐助各

項教育基金和教學設備。組團訪問泉州，為基金會在

德化縣捐建的世界晉江同鄉會希望小學落成剪綵，及

在德化縣第一中學舉行向德化縣教育事業捐款320萬

元儀式；在青海省果洛州舉行第二屆曉鶯“最美鄉村

教師獎”頒獎大會和在黃南州舉行劉輝峰“最美鄉

村教師獎”頒獎大會，獎勵102名來自基層鄉鎮的鄉

村教師；組團訪問廣西，為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在容

縣高中和容州鎮第一中舉行了隆重的“志媚基金樹人

班”揭牌儀式，為優秀貧困學生能夠考上重點大學而

設立；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舉行“最美鄉村教師

獎”頒獎大會，獎勵100名扎根農村20年以上的鄉村

教師；今後基金會將致力捐建智慧型網校，希望讓孩

子們共享優質教育。

冀進一步合作 共推吉林教育事業發展
今次是基金會第二次訪問吉林市，由2013年起，

基金會和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與吉林各級各地政府合

作發展基礎教育，現在已碩果累累，已援建和修繕學

校達25所，投入善款港幣2000萬元。今後還將繼續關

注、支持吉林市教育事業的發展。訪問團十分重視本

次活動，給孩子們準備了珍貴的禮物，向學校贈送會

旗及書籍，並現場為“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正心

希望小學”揭牌。對吉林市捐贈資金的監管和使用十

分滿意，對於雙方進一步合作開展捐資助學活動充滿

期待，要讓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



樺甸市常山鎮五興
村正心希望小學學
生向參加揭牌儀式
的領導和嘉賓表演
精神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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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媚基金代表、吉林市江城大藥房副總經理徐晶

在“正心希望小學”揭牌儀式上表示：始創於1954年

的江城大藥房，是吉林地區歷史最久、經營資質最全

的醫藥零售企業。以善濟學，大愛無疆。支援教育，

是一個有良心的企業應該去做的事情。提高農村地區

的義務教育水準，讓更多的農村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

境，是我們江城大藥房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孜

孜以求的事業。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江城大藥房秉

持“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為民情

懷，從2013年開始，連續7年，多次走訪貧困學校，

協調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捐贈希望工程款項2000

余萬港幣，幫助吉林市區及外五縣20餘所貧困學校實

現校舍修繕、教學設施設備的購置，改善了農村學校

的辦學條件，優化了師生的教習環境，為推動吉林教

育事業發展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

熱愛祖國 貢獻社會
在每一所“正心希望小學”揭牌儀式，訪問團團

長徐志誠主席還不忘對師生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他

說：我們訪問團住宿世貿萬錦大酒店，恰是在松花江

畔，太陽初昇，碧綠江水金光

閃爍，兩岸綠樹成蔭，岸邊晨運的人群，江橋上

繁忙的汽車，都說明了吉林市人民過著幸福的生

活，夜幕降臨，江畔兩旁的新建樓房萬家燈火，華燈

璀璨，一片太平景象，多麼美麗的松花江啊！這時不

由自主唱起了黃河謠中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

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

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

我的家鄉，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

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

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

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可以想

像，九一八之後的松花江上，漂浮著無數東北同胞被

日寇殺害的屍體，江河破碎，妻離子散……。對此，

我們現在的祖國由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成為了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要熱愛我們的祖國，熱愛我

們的黨。徐志誠主席的發言響起了陣陣掌聲，讓學生

們重溫了中國發展中的一段歷史經歷。

此次揭牌的學校分別是：舒蘭市白旗鎮申屯小學；

船營區歡喜鄉新立小學；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小學；

豐滿區小孤家子聯合小學校；龍潭區楊木實驗學校；

昌邑區兩家子滿族鄉中學。

出席此次活動的訪吉林團成員有：團員謝勇紹、徐

晶、汪建華、陳巧津、劉燕、洪重慶、何成保、劉施

琪樂、洪汪莉、陳玲等。



志媚基金代表、吉林市
江城大藥房副總經理
徐晶在“正心 希望小
學”揭牌儀式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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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徐主席、劉主席、各位領導、嘉賓、老師、同學們，

在場的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很高興在金秋送爽、丹桂飄香的季節，與大家相聚

在美麗的松花江畔。今天高朋滿座，群賢畢至。在此，我謹代表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志媚基金捐方代表向在場的各位領導和

嘉賓，表示誠摯的謝意和美好的祝愿！

船營區是吉林市的發祥地和古城舊址，是吉林市委市政府所

在地，也是吉林市最重要的教育教學大區，更是我們江城大藥房

總店的所在地。始建於1954年的江城大藥房，是吉林地區歷史最

久、經營資質最全的醫藥零售企業。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積澱，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以中西

成藥及醫療器械零售為主，診療服務為輔，擁有多家連鎖門店的新型現代醫藥企業。

“常守誠信之念，常懷感恩之心，常做公益之事”，在總經理謝勇紹先生的帶領

下，江城大藥房始終堅持“質量為首，信譽為重，管理為本，服務為誠”的辦店宗旨。

多年來，憑藉“用藥真、品種全、價格合理、管理體系健全”，得到了國家、省市各級

領導和監管部門的認可，先後被評為“全國用戶滿意單位”、“吉林人民口碑金獎單

位”、“百家藥品規範管理示範店”、“吉林市“三八”紅旗集體”、全國零售AAA級

藥店等榮譽稱號。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多年

來，江城大藥房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脫貧攻堅決策部署，秉持“再苦

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為民情懷，從2013年開始，連續7年，多次走訪貧困

學校，協調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捐贈希望工程款項2000餘萬港幣，幫助吉林市區及

外五縣20餘所貧困學校實現校舍修繕、教學設施設備的購置，改善了農村學校的辦學條

件，優化了師生的教習環境，為推動吉林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

以善濟學，大愛無疆。江城大藥房始終認為，支持教育，是一個有良心的企業應該

去做的事情。辦好教育不僅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也是社會各界志士仁人共同的歷史使

命。提高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水平，讓更多的農村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是我們江城

大藥房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孜孜以求的事業。今天，我們跨越大江南北、萬水千

山的距離，在這裡舉辦正心希望學校揭牌儀式，暢談吉林教育事業的傳承與發展，暢談

合作與友情。今後江城大藥房將繼續用誠摯的服務為吉林人民提供質優價廉的放心藥，

我們也將繼續發揮好基金會吉林捐方代表的協調作用，積極對接，主動跟踪，以實際行

動奉獻愛心、傳遞溫暖，為讓更多孩子共享優質教育貢獻我們的綿薄之力！

最後，再次感謝吉林市委市政府、船營區委區政府各部門領導和同志們對活動的大

力支持，祝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祝朋友們身體安康、萬事順達、精神愉快！謝謝。

船營致辭



龍潭區副區長高霞致辭：
興教育人，福澤百姓，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對教育事業的殷切希望和無私奉

獻，也必將激勵教育行政部門和廣大教育工作者們，

不忘初心，奮力作為，進一步提升教育教學品質，促

進城鄉教育優質均衡發展。

舒蘭市副市長楊淩雲致辭：
感謝你們帶來的水晶一樣的愛心，感謝你們帶來了

春天一般的溫暖，感謝你們創業不忘農村教育，感謝

你們發展不忘農村孩子。你們帶來的不僅是對村小孩

子的拳拳關愛，更是對我市教育工作的關心，支持和

鼓舞。涓涓細流，彙聚成河，星星之火，點燃希望。

豐滿區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柏松
部長致辭：

陳先生的慈愛善舉，造福一方，恩澤此地，播下香

港同胞與內地人民一家親的種子，我們的友誼一定會綿

遠流長、根深葉茂。這樣的善舉，也一定會點燃師生們

工作學習的動力，加快學校內涵發展建設，為創辦小而

美、小而優的百姓家門口的鄉村學校的目標而努力。

昌邑區副區長曹晶瑩致辭：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捐助改善了農村學校辦

學條件，縮小了城鄉教育差距，有力促進了我區教育

均衡發展。區政府將指導各相關部門做好捐助資金的

專款專用，為農村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希望受益學校的師生們，不辜負徐志誠主席及基金會

全體捐款人的關心與厚愛，懷著一顆感恩之心，努力

工作，奮發學習，以最優異的成績回報祖國、回饋社

會。懇請基金會能夠繼續關注昌邑發展、支持教育事

業，並希望更多有識之士走進昌邑、瞭解昌邑、選擇

昌邑，攜手共創昌邑區美好的明天。

船營區副區長施春敏致辭：
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和香港志媚基金多年來

的愛心奉獻表示感謝。捐資助學項目的實施，對加快

改善我區農村學校辦學條件、進一步縮小城鄉差距、

促進我區教育均衡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充

分利用好基金會的捐助資金，使其發揮最大的社會效

益，保障資金專款專用，為農村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

和生活環境。

徐志誠團長(右二)、劉志仁副團長(左一)、志媚基金代表、吉
林市江城大藥房總經理謝勇紹(右一)向昌邑區兩家子滿族鄉
中学正心希望學校田野校長致送基金會會旗和會刊。

徐志誠團長(右三)、劉志仁副團長(左三)、志媚基金代表謝
勇紹(左二)、吉林市委統戰部趙冬副部長(右二)、舒蘭市委常
委、統戰部長張子雲(右一)，副市長楊淩雲為舒蘭市白旗鎮申
屯村正心希望小學揭牌。

基金會執行董事、今日華人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長汪建華
(左)向龍潭區楊木實驗學校-正心希望學校致送傑出華人圖
書，由李永福校長代表接受，並回贈書法作品予汪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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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言



樺甸市副市長張甡致辭：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和香港志媚基金陳秉志

伉儷慷慨解囊、傾情相助，為常山鎮五興小學投資興

建教學樓，此舉為改

善我市貧困地區辦學

條件、促進貧困地區

基礎教育事業發展必

將做出巨大貢獻。你

們對五興小學的無私

捐助，讓山村的孩子

們能夠接受優質的教

育，能夠幫助孩子們

點燃夢想希望，必將

成為樺甸教育愛心捐

助史上最為濃墨重彩

的華麗篇章。

豐滿區江南鄉聯合小學滕玉蓮校長
致答謝辭：

今天對於我們這所鄉村小學來說，是不平凡的一

天。特別感謝陳秉志先生以及各位愛心朋友的捐資義

舉，加快了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學校以朱永新的新教

育理論作為辦學的指導思想，以尊重生命，助力生長為

育人理念，積極踐行“營造書香校園”等十大教育行

動，研發童心課程，構築快樂課堂，塑造陽光教師，培

育向上少年，構建優質的校園文化，使老師和學生過上

一種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同時希望孩子們也會懂得感

恩，勤奮學習，從小在心中播下善良的種子，長大之後

也盡一己之力來播撒愛心，弘揚正氣，奉獻社會！

昌邑區兩家子滿族鄉中學田野校長
致答謝辭：

奉獻一份愛心，種下一份希望。您們的義舉為全校

師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愛國教育課，為我們送來的不僅

是經濟上的、物質上的幫助，更是精神上的鼓舞。相

信我們的學生會加倍珍惜學習機會，將來用知識建設

祖國，用愛心回報社會。相信我們的全體老師會不忘

初心、牢記使命，團結協作，潛心鑽研，用高尚的品

德和良好的教學成績，向關心、支持教育的各級領導

和社會各界人士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樺甸市常山鎮五興小學校長致答謝辭：
“授人玫瑰，手

人有餘香”，在香港

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和香港志媚基金陳秉

志伉儷的幫助下，五

興小學了發生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昔日低

矮的平房變成了今天

寬敞明亮的教學樓，

學校辦學條件日益完

善，是各位愛心人士

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創

造了良好環境，使這

裡成了兒童快樂成長

的樂園，鋪就了山裡孩子實現人生夢想的康莊大道。

舒蘭市白旗鎮申屯小學薄雲龍校長
致答謝辭：

今天的申屯小學，可謂脫胎換骨，整潔、規范的校

園在舒蘭市農村小學稱得上是首屈一指，精美的文化

志媚基金代表、吉林市江城大藥
房總經理謝勇紹(右)代表陳秉志
先生，接受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
正心希望小學名譽校長聘書。

舒蘭市白旗鎮申屯村正心希望小
學學生向捐方致送感恩卡，徐志
誠團長(左一)、劉志仁副團長(右
一)、志媚基金代表謝勇紹(右二)
欣喜接受。

捐方代表與昌邑區領導為昌邑區兩家子滿族鄉中学正心希望
學校碑記揭牌

船營區歡喜鄉新立村正心希望小學學生，為徐志誠團長(左)
系上紅領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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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誠團長(右二)、劉志仁副團長(左二)向船營區歡喜鄉新
立村正心希望小學老師了解學校電子智慧教育情況。

徐志誠團長、劉志仁副團長了解龍潭區楊木實驗學校-正心希
望小校學生了解他們學習情況。

建設別具匠心，良好的育人環境潤物無聲，團結向上

的教師隊伍敬業奉獻。申屯小學能有今天如此翻天覆

地變化感恩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陳秉志伉儷無私

捐建，促成申屯小學全面維修，現在學校已是全市農

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學習環境相對最好的學校之一。

龍潭區楊木實驗學校李永福校長致
答謝辭：

自今天起，學校有了一個新的名字--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正心希望學校，這意味著新的期待，我們將

不負重托，永葆初心，辦好教育，堅持正人正心，育人

育心理念，努力工作，為民族的全面振興貢獻力量。

船營區歡喜鄉新立小學崔雲峰校
長致答謝辭：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為新立小學捐資50萬元港

幣，如春風化雨，雪中送炭，用於教育教學設備和

學校環境的改善。如今的校園煥然一新，環境優美，

校園文化有特色，大型玩教具和體育器材齊全，這裡

成了孩子學習、生活的幸福樂園。你們捐資助學的善

舉為歡喜教育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更讓學生懂

得，作為未來社會主人應具備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和尊

師重教的高尚情懷！

訪問團成員與豐滿區江南鄉聯合村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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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昌邑區兩家子滿族鄉中学正心希望學校師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船營區歡喜鄉新立村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舒蘭市白旗鎮申屯村正心希望小學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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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與龍潭區楊木實驗學校正心希望學校師生合影。

訪問團團長徐志誠主席在正心希望小學揭牌儀式上，
向師生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龍潭區楊木實驗學
校正心希望學校學
生親手繪畫準備送
給參加揭牌儀式的
領導和嘉賓。

樺甸市常山鎮五興村正心希望小學向捐方
致送書法作品，由志媚基金代表、吉林市江
城大藥房副總經理徐晶(右二)接受。

2727

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訪問吉林~~訪問吉林~



訪漳州團成員與余毅希望小學師生在教學樓前合影訪漳州團成員與余毅希望小學師生在教學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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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毅希望小學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毅希望小學
揭牌儀式在福建省平和縣隆重舉行揭牌儀式在福建省平和縣隆重舉行

2019年12月1日，景色如畫的靈通山下，風和日

麗，平和縣大溪鎮下村小學張燈結綵、嘉賓聚集，以

香港愛國愛鄉人士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席

余毅先生名字命名的“余毅希望小學”掛牌儀式在這

裡隆重舉行。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榮譽主席余毅先生率領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漳州訪問團一行47人專程參加

揭牌儀式。漳州市委統戰部部務會成員、僑務辦主任

許惠勇、漳州市教育局副調研員陳傑奇，漳州市慈善

總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少偉、平和縣委常委、統戰部

長林德志以及漳州市、平和縣有關部門負責人、平和

大溪鎮黨委政府領導、下村小學領導和師生代表參加

揭牌儀式。學校少先隊員為余毅先生和來賓佩戴上鮮

豔的紅領巾，學校還頒發了聘請余毅、周巧雲伉儷為

榮譽校長的證書。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已在漳州

地區捐建希望小學21所以及平和廣兆中學教學樓，捐

建款計達862萬港元。

余毅、周巧雲伉儷自幼生長在漳州，到香港創業

有成後，一直感念家鄉，關心支援家鄉教育事業發

展，多次捐贈資助家鄉和寧夏等省份貧困地區的學校

建設。2003年，余毅先生就為平和縣捐建一所希望小

學。近年來，在漳州市委

統戰部、漳州市教育局的

牽線搭橋下，余毅伉儷再

次慷慨解囊百萬港幣回漳

州捐建二所希望小學。平

和大溪下村“余毅希望小

學”就是其中一所。

余毅先生在致辭中表達了作為香港同胞不忘家鄉情

繫教育的愛國愛鄉情懷，他說，回到家鄉倍感親切，

戴上了紅領巾，仿佛回到了童年時光，今天又有這麼

多領導和友人前來參加以他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學揭牌

典禮，他深感榮幸。他勉勵下村小學學生珍惜時光、

好好學習，將來更好地報效祖國報效社會！ 

平和縣委常委、統戰部長林德志代表平和縣委縣政

府對余毅周巧雲伉儷身在香港心繫家鄉，捐助家鄉教

育事業的義舉表示衷心感謝，對余毅、周巧雲伉儷的

這種愛國愛鄉熱情表示高度讚賞。他也希望下村“余

毅希望小學”的師生，要銘記這份深情厚意，以優異

的辦學和學習成績做為回報。

揭牌儀式後，領導來賓與師生一起合影並參觀了新

建設的校園。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榮譽主席、余毅希望小
學捐款人余毅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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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毅榮譽主席(右五)與訪漳州團成員在教學樓前合影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

余毅榮譽主席(後排左三)與
漳州市慈善總會張少偉(後
排右三)在余毅希望小學揭
牌典禮時與學生合影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余毅榮譽主席為團長的訪問團一行在學校大門口余毅希望小學校牌前合影

訪漳州團成員與余毅希望小學師生在校門口合影

平和縣領導與捐款人余毅為平和縣大溪鎮下村余
毅希望小學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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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邊陲 村寨捐校 助學興教滇西邊陲 村寨捐校 助學興教

從1996年至今，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共向雲

南捐款港幣2145萬元，援建希望學校58所，1座大

橋，添置教學設備及校園改造，為改善雲南農村學校

辦學條件做出了積極貢獻。

「善」為孩子帶來希望
共青團雲南省委二級巡視員沈光鑫說：香港福建希

望工程基金會給我們學校捐贈了一面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的會旗。裡面同學們看到了一個什麼字？是

“善”字，因為這個“善”字讓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走了25年，也是中國的希望工程走過了30周年。

香港今天到場的那麼多23位成功的企業家、成功人

士，能夠到我們美麗的德宏、祖國的邊陲，不遠千里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雲南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徐志誠主席率團訪問雲南

訪問團成員與騰衝市芒棒鎮城河村楊自然捐建的『楊自然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2019年12月4至9日，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組團訪

問了雲南，這是基金會第12次訪問雲南，此次訪問以基金

會主席徐志誠為團長、顧問基金會榮譽主席：吳健南、楊

自然、余毅，副團長基金會副主席：劉志仁一行23人，在

雲南青基會秘書長倪志偉、涂飛的陪同下，訪問了雲南的

昆明市、德宏州芒市、瑞麗市、保山市龍陵縣、騰衝市，

考察了解雲南邊陲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經濟和社會發展

情況，與傣族、景頗族、哈尼族、僳僳族等各地的少數民

族交流，並為吳健南、楊自然、劉輝峰、蔡經陽伉儷捐建

的5所希望小學揭牌。在『楊自然希望小學』落成儀式上，

捐款人楊自然榮譽主席現場捐款2萬元人民幣，獎勵師生發

揮正能量的「正能量獎」。甘冬生捐款6千元人民幣，資助該校的貧困學生；『貽華希望小學』捐款人劉輝峰向學校

捐贈圖書5百至1千冊。訪問團成員走訪滇西抗戰紀念館「國殤墓園」和「史迪威公路博物館」，副團長基金會副主席

劉志仁向該館捐款人民幣10萬元，更好的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緬懷先烈，告慰英靈，激勵後人，繼承和發揚英烈愛國

精神。今日華人出版社汪建華董事長將新鮮出爐的《博士名錄》送給學校，讓《博士名錄》走進希望小學。「傳播希

望火種，弘揚助學風尚」，也是今日華人出版社自2007年12月踏上江西革命老區捐資助學以來一直倡導的主題。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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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我們這個地方，因為他們的“善”給我們帶來了

陽光，帶來了雨露，帶來了一份希望，希望我們的祖

國，希望我們的孩子們在黨的領導下能夠茁壯成長，

能夠在將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的棟樑之

才。同學們有沒有信心，再過30年，你們能夠成長為

我們國家的棟樑之材，像這些企業家一樣回報社會，

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主席徐志誠說：基金會創

會於1994年12月，25年來共籌得善款4.17億港元，在

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46所「希望小 學」;台灣南投縣

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名孤兒學習費用；資助

842名寧夏、青海的優秀中小學貧困教師；獎勵香港品

學兼優的中學生846名；國內資助了萬餘名學童的五年

學費；資助貧困大學生972人完成學業；捐助各類教育

基金，並在兩岸三地開展多種獎教助學活動。基金會

先後榮獲 「福建省捐贈公益事業突出貢獻獎」、「雲

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

事業特別貢獻獎」、「希望工程20年」特別貢獻獎、

「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總會頒發「第二屆中華

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省政協「特別貢獻獎」;廣西

統一戰線脫貧攻堅先進單位；「希望工程30年」公益

之心獎等多項殊榮。

致力捐建智慧型網校 共享優質教育
本屆董事會已籌款近4千6百萬港元，在福建、雲

南、青海、廣西援建「希望小學」多所；捐助各項教育

基金和教學設備。組團訪問福建省泉州、漳州，青海省

果洛州、黃南州，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寧夏回族自

治區，吉林省吉林市，為本會援建的「希望小學」落成

揭牌，獎勵「最美鄉村教師」，「志媚基金樹人班」揭

牌，今天我們又來到了雲南訪問為本會在雲南捐建的5

所希望小學落成揭牌、驗收。今後基金會將致力捐建智

慧型網校，希望讓孩子們共享優質教育。

我們的祖國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苦難，特別是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鬼子對華發動侵略戰爭，

經過8年的艱苦奮戰，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成立新

中國，到了1978年12月十三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行

改革開放，至今已41年，我們現在的祖國由站起來、

富起來、強起來，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30年前

團中央成立了「希望工程」，徹底改變農村學童上學

的問題，真正做到了「人人有書讀，個個讀好書」。

徐志誠主席的發言讓學生們重溫了中國發展中的一段

歷史經歷。他還說：這5所學校的捐資人士，蔡經陽、

吳健南、楊自然、劉輝峰都是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

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和慈善家，希望同學們向他們學

習，也衷心的希望每個同學努力學習，學好本領，在

有能力和有成就的時候，可以幫助他人，報答父母回

饋家鄉和社會，建設祖國。

訪問團成員與領導嘉賓每到一所學校都受到老師、

學生們、家長和村民的熱烈歡迎，學生們精心準備精

彩的文藝節目，給來賓欣賞，文藝小品「讓愛回家」

打動所有的來賓。看著師生在新校園裡快樂地學習，

訪問團成員每個人心裡都是暖意融融。

此次揭牌的學校有：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帕掌河村

吳健南捐建的『健南希望小學』；騰衝市芒棒鎮城河

村楊自然捐建的『楊自然希望小學』；騰衝市中和鎮

猛新村劉輝峰捐建的『貽華希望小學』；騰衝市曲石

鎮小寨村和德宏州芒市風平鎮拉院村蔡經陽伉儷捐建

的二所『蔡經陽希望小學』。 

此次訪滇團的團員還有：劉輝峰、洪頂擁、施文

誕、劉勝賀、李孝友、汪建華、劉燕、洪重慶、甘冬

生、何成保、楊陳智齊、劉施琪樂、劉吳心心、洪施

鴻瑜、李蔡毓兒、洪汪莉、甘余曉梅、陳玲。

德宏州芒市風平鎮拉院村蔡經陽伉儷捐建『蔡經陽希望小學』
學生們為來賓表演傣族傳統舞蹈「孔雀舞」

騰衝市曲石鎮小寨村蔡經陽伉儷捐建的『蔡經陽希望小學』
學生們表演舞蹈「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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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們，各位老師、各位嘉賓，大家早上好：

同學們剛才聽了徐爺爺的一番話，你們覺得徐爺爺講的好不好？好，我現在提問了，你們別

光說好，他講的是什麼？或者我請你們猜一猜徐爺爺今年有多少歲了？我也來猜。看我猜的對不

對？58歲！你們相信嗎？我說58歲是他的奮鬥精神，它的戰鬥力，他的心態，其實徐爺爺今年已

經85歲了。

剛才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給

我們學校捐贈了一面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

金會的會旗。裡邊同學們看到了一個什麼

字？是“善”字，因為這個“善”字讓香

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走了25年。大家知

道中國的希望工程今年也走了30年，剛才

我們徐爺爺給我們講述了一堂中國的奮鬥

抗戰史、改革開放的歷史，尤其講了希望

工程的歷史。我覺得徐主席對希望工程的

歷史解讀的比我還深刻。

你們知道嗎？徐爺爺也是一位老師，今天他帶來的這些大企業家當中是有他的學生的。徐爺

爺還像你們的校長一樣，他也是一位校長。我有一個明顯的感受，剛才這位同學的發言，講了兩

句話，我聽得非常  的真切。他說花園裡田野上的禾苗之所以長的大、高、茂盛、鮮豔，是因為有

陽光、雨露的滋潤。我覺得今天是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給我們帶來了一份大禮，這份大禮給

我們帶來了黨的關懷，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和社會各界愛心人士對我們的關愛。

我們今天組織一場讓同學們在那麼寒冷的情況下參加的活動，尤其是看到同學們剛才表演的

舞蹈，代表了我們德宏這個美麗的地方所展示給我們香港的愛心人士看到的一樣，這其實是一種

相互的感恩回報，讓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就像剛才徐爺爺給大家講的一樣，尤其是我們一定要知

道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香港今天到場的那麼多23位成功的企業家、成功人士，

能夠到我們美麗的德宏、祖國的邊陲，不遠千里來到我們這個地方，因為他們的“善”給我們帶

來了陽光，帶來了雨露，帶來了一份希望，希望我們的祖國，希望我們的孩子們在黨的領導下能

夠茁壯成長，能夠在將來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的棟樑之才。同學們有沒有信心，再過30

年，你們能夠成長為我們國家的棟樑之材，像這些企業家一樣回報社會，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你們有這個信心嗎？謝謝大家！

共青團雲南省委二級巡視員沈光鑫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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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言

德宏州芒市風平鎮拉院村蔡經陽伉
儷捐建『蔡經陽希望小學』芒市祁
葉弄副市長：

芒市委、市政府秉持“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方

針，緊緊圍繞“大辦教育，辦大教育，辦適合孩子的

教育，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的目標，以立德樹人為根

本任務。拉院蔡經陽希望小學的落成，既是共青團組

織服務青少年作用的有效發揮，更是“希望工程”精

神在芒市傳承弘揚的具體體現。

雲南省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倪志偉
致詞：

在講話中說：希望同學要堅定理想信念、練就過

硬本領、勇於創新創造、矢志艱苦奮鬥、錘煉高尚品

格，做到勤學、修德、明辨、篤實、愛國、勵志、求

真、力行，用優異的成績報效祖國，報答父母，感恩

社會對大家的關愛。

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帕掌河村吳健
南捐建的『健南希望小學』鎮書記
李碧艷：

這所小學成立於1947年，與村委會相鄰，坐落在

219國道旁，帕掌河邊，山環水繞，環境優美。學校佔

地面積5000平方米，建築面積1928平方米。現有在校

學生163人，一至六年級6個教學班，學前教育一個班

31人，在職教師10人，學歷合格率百分百。“不忘初

心，砥礪前行”，希望同學們一定要以如飢似渴、只

爭朝夕的精神，滴水穿石、磨杵成針的毅力，永不滿

足、攀登不止的追求，認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掌握

過硬本領。做一個敢做敢為的能幹人，做一個堂堂正

正的實在人，做一個扶貧濟困的熱心人，做那只山溝

溝裡飛出的金鳳凰，回報家鄉，回報社會。

騰衝市曲石鎮小寨村蔡經陽伉儷捐
建『蔡經陽希望小學』捐方代表劉
志仁：

『 蔡 經

陽 希 望 小

學』是蔡經

陽伉儷捐建

的，蔡經陽

伉儷通過本

會在內地7

個省市自治

區,捐31所

希望小學，

捐款額達1

千2百萬港

幣。蔡經陽先生青少年時，也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

因父親英年早逝，家中痛失經濟支柱，中五畢業後就投

身社會打工。經過多年艱辛拼搏，現已成為旅港福建人

中著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但他至今仍然對當年未能跨

進大學門檻深造學習耿耿於懷。他常說『社會要進步，

事業要發展，個人要有成就，沒有豐富的學識和知識不

行的。』他熱心支持教育事業，設立獎學金，在國內捐

德宏州芒市風平鎮拉院村『蔡經陽希望小學』校長(右三)向捐
方致送剪紙作品，由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左三)、余毅榮譽主席
(左二)、劉志仁副主席(右二)代表接受。

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帕掌河村捐款人吳健南(右)接受『健南
希望小學』校長頒發名譽校長聘書，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左)
陪同。

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左)、劉志仁副主席(右)
代表捐款人蔡經陽伉儷，接受騰衝市領導頒
發曲石鎮小寨村『蔡經陽希望小學』名譽校
長聘書和捐贈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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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學，援建多所希望學校，他希望同學們在嶄新的校

園裡生活更加愜意和舒心，學習更加歡快和溫馨，人人

力爭上游，門門功課都拿優。學好本領，報答父母、回

饋家鄉和社會、建設國家。

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帕掌河村『健
南希望小學』捐款人吳健南：

雖然路途遙遠、辛苦，但是能夠見到你們，心情

特別的舒暢。我想：我跟你們說一個故事，在香港福

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成立時，那是1994年12月，至今已

經25年了，我是1996年在雲南蘭坪縣兔峨鄉兔峨村

捐了第一所「吳建南希望小學」。當時那裡的條件很

差，我是2005年第一次去到學校的，一到學校我就被

感動了，因為學校建設的很好。那所學校和今天的這

所學校差不多一樣，也是一個山清水秀，人傑地靈的

學校。在此後的15年裡，我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

會同仁們不斷的去探訪各地的希望學校，關心和了解

邊遠地區的基礎教育，這些年我的體驗和感受既有辛

苦，也有快樂和感動，令我最感動和印象最深的是：

在我要離開學校的時候，老師和同學拉着我的手不

放，依依不舍，當我們的車開動時，同學們一直跟隨

著車在後面跑著送我，這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騰衝市芒棒鎮城河村『楊自然希望
小學』捐款人楊自然：

今天有緣到這裡，有一個字和大家分享一下，這是

我們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的一個標誌「善」字，

每個人心中都要有愛國之心。最近在香港，覺得很多

事情衝擊著香港的，我看到你們個個都是非常健康，

非常有正能

量，我想設

計一個「正

能量獎」。

今天我捐2

萬元人民幣

錢給學校， 

1萬元錢是

獎勵給兩位

正能量的老

師，每人5

千元。另外

1萬元，我希望由學校校長去選出10至20個學生，獎

勵有正義感的學生，或者幫過人家的，或者你有進步

的，或者讀書好的。總之你是正能量的，成績規定每

個人都一樣。那是表彰你們每一位同學的努力，你們

有正能量的生活下去，堅持下去，任何困難，任何時

候，你們都會活得有意義。正能量將會使你們一生越

來越走越好，所以來說，我設置這個「正能量獎」。

騰衝市中和鎮猛新村『貽華希望小
學』捐款人劉輝峰：

我命名「貽華小學」的一些背景。記得小時候，

家裡生活並不寬裕，但父母一直重視教育，雖然節衣

縮食，只要我要求買的書，家裡從不拒絕。秉承重視

教育的傳統，我一直盡力給自己小孩最好的教育。同

時，我也希望為社會更多的人，獲得更好的教育盡一

點薄力。為了紀念父母重視教育的理念，我取了他

們名字的最後一個字，貽和華，命名了貽華小學。同

時，我也相信，貽人玫瑰，手留餘香。振興中華，匹

夫有責。在今年的國慶閱兵式，當看到巡遊花車隊伍

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我亦不禁熱淚盈

『健南希望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學生將自己親手製作的藝術
品送給捐款人基金會吳健南榮譽主席

捐款人基金會榮譽主席楊自然伉儷(右一、
二)接受騰衝市教育局副局長頒發的芒棒鎮
城河村『楊自然希望小學』名譽校長聘書和
捐贈牌匾。

捐款人劉輝峰(右二)接受騰衝市政協副主席致送的捐贈牌
匾，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右一)、榮譽主席楊自然(左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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眶，因為從小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要振興中華，為

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我相信，秉承華人尊師重道，重

視教育的傳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將到來。

騰衝市曲石鎮小寨村蔡經陽伉儷捐
建的『蔡經陽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毛中傑：

今天能在寬敞明亮的教室裡，吸取知識甘露，在

寬闊的操場上鍛練身體，強健體魄……這一切，以前

只有在電視上看到過，只能羨慕和期盼，沒想到如今

卻變成了現實。「喝水不忘挖井人」，能在嶄新的教

學樓裡學習，是希望工程給予我們新的希望。我們不

會忘記各級領導的深情關懷，不會忘記香港福建希望

工程基金會的關愛……我們一定會學會感恩，學會珍

惜，努力學習，早日成才，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騰衝市中和鎮猛新村劉輝峰捐建的
『貽華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親愛的叔叔阿姨們，你們的到來，就像三月裡的

細雨，滋潤了我們的心田。我們是土生土長的山裡孩

子，我們的生活圈子很狹小，我們對外面的世界知道

今日華人出版社汪建華董事長(中)將新鮮出爐的《博士名
錄》送給學校，由校長代表按受，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左三)、
雲南省青少年基金會倪志偉秘書長(左二)、基金會施文誕副
主席(左一)、吳健南榮譽主席(右一)、基金會劉志仁副主席一
同見證。

的微乎其微。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嚮往外面的世

界。正是在這個時候，你們來了，給我們的學習生

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希望。從此，我們坐在明亮的教

室裡，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瞭解新的學習動態。看新

聞，關注國家大事，品古今，瞭解華夏悠悠歷史。我

們會把握好每一天，走向新的明天。今天我們以學校

為榮，明天學校因我們而驕傲。

保山市龍陵縣象達鎮帕掌河村吳健
南捐建的『健南希望小學』學生代
表鄭秀芳：

從今天開始，我們的校名有了希望兩個字，在我的

記憶裡，從讀學前班的時候起，我和同學們就一直在

低矮的小木樓裡上課讀書，夏天酷熱，冬天寒冷，雨

天有時還漏雨。每當看到其他地方的小朋友能夠在高

大整潔的教學樓裡學習的時候，我心裡都會好羨慕。

我在想，哪一天我們才能夠和他們一樣呢？現在，我

的夢想成真了。

德宏州芒市風平鎮拉院村蔡經陽伉
儷捐建『蔡經陽希望小學』學生代
表：

你們的到來，讓我們體會到了人間大愛的偉大與無

私，也讓我們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愛的教育。我們一定

不會辜負你們的期望，刻苦學習，開拓創新，健康成

長，立志成才爭做新時代好少年。同時，我們也一定

要學習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叔叔阿姨們無私的愛

心，關心回報社會的優秀品質，把你們的愛心傳遞下

去，發揚光大”。為騰衝市中和鎮猛新村劉輝峰捐建的『貽華希望小學』揭牌

基金會徐志誠主席(中)、劉志仁副主席(左二) 與『蔡經陽希
望小學』傣族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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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衝市芒棒鎮城河村楊自然捐建的
『楊自然希望小學』學生代表：

看着眼前這寬敞明亮、漂亮嶄新的綜合樓，我們

全體師生心裡有說不完的感激與興奮。您們的高尚義

舉、慵慨解囊，讓我們感受到了愛無處不在，我們

雖身處偏僻的山區，但一樣可以沐浴偉大祖國溫暖

的陽光。是您們急我們所急，想我們所想，及時向我

們學校伸出了援助之手，建築了新的綜合樓，給我們

營造了一個優美的學習環境和良好的學習條件，您們

的愛心點燃了我們理想的火炬，鼓起了我們前進的風

帆。今天，您們不遠萬里來到我們學校，更給我們帶

來了水晶一樣的愛心。您們的諄諄教誨我們永遠銘記

在心，您們的幫助，為我們樹立了做人的榜樣……今

後，我們一定發奮圖強、努力學習，從自我做起，做

一名品學兼優的優秀學生，用優異成績來回報你們的

愛心捐助，我們也一定要向您們學習，樹立遠大的理

想，早日成為國家棟梁，把愛心傳遞。

在『楊自然希望小學』落成儀式上，楊自然伉儷(右一、二)現場
捐款2萬元人民幣，獎勵師生發揮正能量的「正能量獎」；甘冬
生伉儷(左一、二)捐款6千元人民幣，資助該校的貧困學生。

騰衝市石鎮小寨村蔡經陽伉儷捐建的『蔡經陽希望小學』學
生們在校口送別基金會訪問團成員

訪問團成員參觀滇西抗戰紀念館之「史迪威公路博物館」，
與館長合影。

下圖：訪問團成員與騰衝市石鎮小寨村蔡經陽伉儷捐建的『蔡
經陽希望小學』師生在新建的教學樓前合影



訪 問 團 成 員 與
騰衝市中和鎮猛
新村劉輝峰捐建
的『貽華希望小
學』師生在新建
的教學樓前合影

訪問團成員與龍
陵縣象達鎮帕掌
河村『健南希望
小學』師生在合
影

訪問團成員與德
宏州芒市風平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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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捐建的『蔡經
陽希望小學』師
生在新建的教學
樓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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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偉福榮譽主席贊助及頒發獎學金予福建中學同學

蔡尚楷榮譽主席與徐志誠主席代表洪明智贊助人頒發獎學金予福建中學同學

福建中學徐偉福、洪明智獎學金頒獎 2019福建中學徐偉福、洪明智獎學金頒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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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獎學金頒獎典禮~~獎學金頒獎典禮~

徐偉福優秀學生獎學金

洪明智優秀學生獎學金

獎項 班別/團隊 姓名 獎品

卓越學術獎(初中) 2E 盧弘森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初中) 2F 范竣喬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初中) 4B 林嘉銘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初中) 4E 吳睿霖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初中) 4E 施宇佳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5B 陳沛軒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5B 黃煒照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5D 羅苑文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5E 歐錦浩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6D 丘祉洛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體藝獎(初中) 2D 鍾卓珈 可獲獎學金HK$1,500及獎狀乙張

卓越體藝獎(高中) 5E 賴卓楠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體藝獎(高中) 6C 盧可欣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體藝獎(高中) 6E 葉思行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創新發明獎 機關王團隊
4A容煒皓
4D莊天行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卓越學術獎(初中) 4E 陶木子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學術獎(高中) 6B 陳慧琳 可獲獎學金HK$5,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體藝獎(高中) 6B 王興隆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服務獎(初中) 3G 林錦兒 可獲獎學金HK$2,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服務獎(高中) 6A 陳煊桐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奮進獎(初中) 2B 黃鋆瀚 可獲獎學金HK$2,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奮進獎(高中) 5B 蔡東宏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卓越奮進獎(高中) 5E 石銘豪 可獲獎學金HK$3,000及獎狀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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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最美鄉村教師”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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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感謝信~~感謝信~

寧夏“最美鄉村教師”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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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溪縣教育局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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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感謝信~~感謝信~

政協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員會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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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協會

感謝信
學生感謝信

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基金#2018-21

校　　名：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校　　址： 青海省湟中縣上五莊鎮峽口學校
捐 贈 方：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蓮軒慈善基金 李易霖 李俞穎
捐款金額： 港幣3萬元 (為蓮軒基金希望小學添置教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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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友好往來~~友好往來~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
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2019年8月30日，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

和邵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楊華，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

程基金會，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在會所熱情地接待來庄

莉部長。賓主進行了友好交談，並廣泛的交流基金會

在南平市捐資助學情況。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說：受南平市委、市

政府領導的委託，專程到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會

所拜會基金會同仁和感謝對南平水災的捐款，7月份南

平市遭受至2012年來最大的水災，南平市分管的和市

縣受到水災的嚴重的破壞，基金會榮譽主席葉建明和

執行董事董清世各捐2所希望小學支持南平學校的災區

學校重建，感謝基金會多年來對南平市教育事業的支

持。

徐志誠主席代表基金會向庄部長和楊部長匯報基金

會25年來的發展和所做的工作：創會至今已籌得善款

港幣3.83億元，在國內23個省份援建了636所「希望

小 學」；台灣南投縣援建了2所學校，及資助台中43

名孤兒學習費用；資助842名寧夏、青海的優秀中小學

貧困教師；獎勵香港品學兼優的中學生846名；國內資

助了萬餘名學童的五年學費；資助貧困大學生972人完

成學業；捐助各類教育基金，並在兩岸三地開展多種

獎教助學活動。基金會先後榮獲「福建省捐贈公益事

業突出貢獻獎」、「雲南省希望工程貢獻獎」、「寧

夏回族自治區民族教育事業特別貢獻獎」、「希望工

程20年」特別貢獻獎、「八閩慈善家獎」、中華慈善

總會頒發「第二屆中華慈善突出貢獻獎」、青海政協

「特別貢 獻獎」；廣西統一戰線脫貧攻堅先進單位。

今年4月26日基金會第廿五屆董事會就職典禮至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到訪基金會， 賓主合影留念。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莉(左)、邵市委常委、統戰部
長楊華，到訪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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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籌款達4600萬元，將繼續捐建希望小學，捐助各

項教育基金和教學設備，在青海、寧夏獎勵最美鄉村

教師，基金會5月組團訪問泉州，為基金會在德化縣捐

建的世界晉江同鄉會希望小學落成剪綵，及在德化縣

第一中學舉行向德化縣教育事業捐款320萬元儀式；今

年還將組團訪問廣西、寧夏、青海、吉林、雲南、福

建，了解基金會在該地區援建的項目落實情況。今後

基金會將致力捐建智慧型網校，希望讓孩子們共享優

質教育。

徐志誠主席(左二)代表基金會致送紀念品予南平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庄莉(右二)，基金會葉建明榮譽主席(右一)、林勁顧
問陪同。

南平市委常委、統戰部長庄(右四)致送紀念品予徐志誠主席(左四)。

基金會的捐助起源於福建，在福建捐建了257所希

望小學，基金會在福建的捐款超兩億。基金會由1995

年起至今已在南平市捐建了44所希望小學，投入建校

善款港幣近1260萬元，1998年閩北大災捐款港幣50

萬元賑災。7月南平市又經歷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全國港區政協委員、基金會榮譽主席葉建明捐款港幣

100萬元，在松溪縣溪東中心小學和松溪縣茶平中心小

學捐建希望小學；基金會執行董事董清世捐款港幣100

萬元，在松溪縣松航小學和浦城縣臨江中心小學捐建

希望小學；基金會每所學校配資港幣5萬元，共配資港

幣20萬元，基金會對災區捐款達到港幣220萬元。

出席本次座談會的有：基金會榮譽主席葉建明，顧

問林勁，執行董事王峰、李彩妙、柯維山等。

基金會廿周年紀念郵票義賣表
(2019年12月31日)

姓名 數量 ( 套 ) 單價 (HK$) 金額 (HK$)

邱祥坤 60 25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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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友好往來~~友好往來~

吉林市委統戰副部長趙冬吉林市委統戰副部長趙冬
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2019年10月24日，吉林市委統戰副部長趙冬一行

4人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基金會主席徐志誠

在會所熱情地接待來吉林市的領導。賓主進行了友好

交談，並廣泛的交流基金會在吉林捐資助學情況。

吉林市委統戰副部長趙冬說：受吉林市委、市政府

領導的委託，專程到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會所拜

會基金會同仁，也是對10月8日基金會訪問吉林，在

吉林市捐資助學達港幣2000萬元，進行一次回訪和向

基金會同仁匯報捐資助學情況，感謝基金會捐款人志

媚基金陳秉志伉儷無私奉獻，我們會用好每一分錢的

捐款，讓捐款人放心，捐款用的其所。你們的捐款通

過吉林市教育局把關，層層選拔，學校都是選在最邊

遠、最困難的村莊，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視，經過多個

部門協調配合，一所嶄新的學校拔地而起，實現了孩

子在自己的村裡就可以上到學，不需要翻山越嶺走十

幾里的路到其他鄉鎮上上學，而且學校成為村裡地標

式的建築物，白天孩子們上課，晚上村民三五成群活

動的場地。還介紹了吉林市的基本建設的發展情況，

歡迎基金會各位企業家朋友到吉林市投資興業，繼續

關注支持吉林市教育事業。

徐志誠主席感謝吉林市是領導對10月8-12日基

金會吉林訪問團的高度重視，並高規格的接待我們一

行，對每一所正心希望小學揭牌都做了精心的安排

和部署，所到之處都感受到領導、村民、老師、學生

的熱情歡迎，每一所學校校舍新穎、整齊、潔淨，每

一個學生的精神抖擻、充滿自信，歡樂的笑容挂在臉

上，讓我們感受到一校一特色，一學生一特長。我們

對這次到吉林為6所正心希望小學落成，表示祝賀，對

你們為學校的付出表示感謝。

出席本次座談會的有：吉林市委統戰部港澳統戰工

作處處長郭岩剛、通化通天時尚葡萄酒有限公司總經

理劉鵬毅、吉林市東市商貿經濟示範區建設藥店總經

理杜曉東。以及基金會榮譽主席：林志勝，副主席：

洪頂擁、顏麗園，執行董事：李孝友、柯維山、邱耀

東、陳巧津、劉燕、蔡國聯，志媚基金代表謝勇紹，

基金會熱心人士洪重慶等。

吉林市委統戰副部長趙冬(前座左二)一行到訪基金會，賓主合影留念。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前
座中)，榮譽主席林志勝(前座右二)、副主席洪頂擁(後排左四)、副主席顏麗園(前座左一)等參
加座談會。

基金會主席徐志誠與吉林市委統
戰副部長趙冬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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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往來~~友好往來~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德化一中校長陳榮天德化一中校長陳榮天
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11月30日，德化一中校長陳榮天、李海生副校長

到訪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基金會主席徐志誠在

會所熱情地接待2位來自福建省德化縣一中的領導。賓

主進行了友好交談，並廣泛的交流基金會在德化一中

捐資助學情況。

德化一中校長陳榮天說：這次我和李副校長在廣州

學習，順道到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拜訪，此訪目

的是向徐志誠主席、劉志仁副主席匯報德化一中教學

情況以及兩位主席在德化一中捐資助學的捐款運作的

交待。也是對5月27日基金會訪問德化，在一中捐資助

學後的一次回訪，感謝基金會捐款人的無私奉獻。

徐志誠主席感謝德化一中校長陳榮天對的香港福建

希望工程基金會善長捐款如何運作的高度重視，鼓勵

德化一中辦出有自己特色的學校，明年3月底，他將會

帶團到德化一中進行交流訪問，並親自向老師和學生

頒發『徐志誠獎教金和獎學金』鼓勵老師和同學一同

努力向上。

出席本次座談會的還有：基金會劉志仁副主席，徐

東劍、劉施琪樂、陳玲等。

德化縣一中陳榮天校長(右三)、李海生副校長(左二)到訪基金會，徐志誠主席(左三)、劉志仁副主席(右二)代表基金會致送基金會致
送紀念品予陳榮天校長，徐東劍(左一)、劉施琪樂賓主合影留念。

座談交流德化縣一中辦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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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新聞報導~~新聞報導~



5050

~新聞報導~~新聞報導~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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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新聞報導~~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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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新聞報導~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捐款芳名~~捐款芳名~

5353

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

捐 款 芳 名捐 款 芳 名
(2019年4月1日-2019年12月31日)

姓 名 合 計

劉志仁 11,915,800.00 

吳雅玲 2,530,380.00 

呂氏基金 2,000,000.00 

徐志誠 1,918,000.00 

葉建明 葉華雄 葉華源 1,400,000.00 

吳健南 1,010,000.00 

蔡經陽伉儷 1,000,000.00 

施純民 666,000.00 

洪明智 610,000.00 

徐凱祥 600,000.00 

劉輝峰 586,353.22 

林佑碧 570,000.00 

謝燕川 柯孫培 柯欣彤 小金星集團 568,000.00 

楊自順 550,000.00 

洪頂擁 550,000.00 

黃家榮 510,000.00 

徐曉鶯 510,000.00 

蔡尚楷 510,000.00 

蔡其雄 510,000.00 

王東昇 510,000.00 

楊自然 510,000.00 

陳新萍 500,000.00 

香港福建體育會 500,000.00 

林潞 500,000.00 

南僑中學香港校友會 302,000.00 

黃逸泉 250,000.00 

黃偉鴻 250,000.00 

何喜保 170,000.00 

徐偉福 160,000.00 

王曼源 111,000.00 

劉蔚然 110,000.00 

施純錫 108,000.00 

陸軒輝 100,000.00 

吳宛津 100,000.00 

徐中膺 88,000.00 

李聖潑 60,000.00 

施教永 58,000.00 

顏麗園 50,200.00 

賴新達 50,000.00 

陳昆 50,000.00 

陳榮旋 50,000.00 

葉華雄 50,000.00 

劉德偉 50,000.00 

葉華源 50,000.00 

姓 名 合 計

黃丹青 50,000.00 

朱威澔 50,000.00 

張上頂 50,000.00 

柯欣彤 50,000.00 

許志群 50,000.00 

施文旦 50,000.00 

劉勝賀 50,000.00 

林子峰 50,000.00 

施世倫 50,000.00 

吳文典 50,000.00 

施錦珊 50,000.00 

施金象 50,000.00 

許純明 50,000.00 

陳守仁基金會 50,000.00 

盧世傳 30,000.00 

李易霖 30,000.00 

李俞潁 20,000.00 

邱祥坤 16,000.00 

施清衍 13,000.00 

董榮顯 10,500.00 

陳真真 10,500.00 

吳豐園 10,150.00 

佘英杰 10,000.00 

余毅 10,000.00 

余敏 10,000.00 

林英達 10,000.00 

蔡志忠 10,000.00 

吳祝支 10,000.00 

林志勝 10,000.00 

潘迪生 10,000.00 

李勐 10,000.00 

陳志烽 10,000.00 

柯維山 10,000.00 

蔡國聯 10,000.00 

王瑋麟 10,000.00 

陳勇生 10,000.00 

蔡建立 10,000.00 

王峰 10,000.00 

李孝友 10,000.00 

邱耀東 10,000.00 

蔡仲義 10,000.00 

林志堅 10,000.00 

王錦順 10,000.00 

孫建華 10,000.00 

姓 名 合 計

鍾明發 10,000.00 

黃少玉 10,000.00 

陳國昌 10,000.00 

沈慧林 10,000.00 

趙景璋 10,000.00 

羅珠雄 10,000.00 

林志君 10,000.00 

張鐵岩 10,000.00 

郭亨耀 10,000.00 

葉巧麗 10,000.00 

陳巧津 10,000.00 

李彩妙 10,000.00 

曾瑋然 10,000.00 

王經潑 10,000.00 

汪建華 10,000.00 

董清世 10,000.00 

施俊男 10,000.00 

施逸廷 10,000.00 

劉達泉 10,000.00 

王大治 10,000.00 

洪重慶 10,000.00 

劉君偉 10,000.00 

葉志聰 10,000.00 

郭瑩穎 10,000.00 

劉燕 10,000.00 

施明哲 10,000.00 

施能宗 10,000.00 

董吳玲玲 10,000.00 

梁永豪 10,000.00 

李泗岳 10,000.00 

藍建平 10,000.00 

吳換炎 10,000.00 

魏文生 10,000.00 

陳金烈 3,000.00 

蘇千墅 3,000.00 

柯達權 2,000.00 

盧溫勝 2,000.00 

丁良輝 2,000.00 

林銘森 2,000.00 

顏培增 1,000.00 

陳玲 1,000.00 

梁愛詩 1,000.00 

王玉笛 500.00 

劉壹德 500.00 

捐款總金額 34,659,883.22



~捐款芳名~~捐款芳名~

5454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2 0 1 9 年 捐 建 希 望 小 學2 0 1 9 年 捐 建 希 望 小 學

序號 檔案編號 捐款者 學校名稱 建校地點

635 #2019-01
蔡經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雲南省騰沖市曲石鎮

回街完全小學

636 #2019-02
蔡經伉儷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廣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縣

介廷鄉中心小學

637 #2019-03
陳新萍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融匯希望小學』

福建省古田縣

大橋鎮中心小學

638 #2019-04
吳健南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南希望小學』

雲南省德宏州瑞麗市

姐相鄉順哈小學

639 #2019-05
吳健南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南希望小學』
福建省德化縣蒲坂小學

640 #2019-06
香港福建體育會

(港幣50萬)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香港福建體育會希望小學』
福建省德化縣蓋德小學

641 #2019-07
徐志誠

(港幣1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徐志誠教學樓』
福建省德化縣第一中學

642 #2019-08
王東昇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施淑鎮希望小學』

雲南省騰沖市

中和鎮高田完小

643 #2019-09
蔡其雄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捷順希望小學』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縣

崗龍寄宿小學

644 #2019-10
洪明智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柯長來校務活動中心』

青海省果洛州瑪沁縣

下大武寄宿小學

645 #2019-11
葉建明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葉建明希望小學』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縣

溪東中心小學

646 #2019-12
葉建明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雄源誠希望小學』

福建省南平市松溪縣

茶平中心小學

647 #2019-13

謝燕川、柯孫培、

柯欣彤

小金星國際幼兒園

(港幣50萬元)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小金星智慧希望小學』

江西省于都縣銀坑鎮

上排小學

備註：福建6所、雲南3所、青海2所、廣西1所、江西1所



~捐款芳名~~捐款芳名~

5555

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

2 0 1 9 年 捐 教 育 基 金2 0 1 9 年 捐 教 育 基 金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地點 / 項目

1
基金

2019-01
香港南僑中學校友會

 ( 港幣 30.2 萬元 )
晉江市南僑中學教育基金會

教育基金

2
基金

2019-02
吳雅玲

( 港幣幣 232.56 萬元 )
福建省南安市僑光中學教育發展基金會

教育基金

3
基金

2019-03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葉華誠

( 港幣 50 萬元 )
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基金

4
基金

2019-04
黃家榮

( 港幣 50 萬元 )
寧夏回族自治區

獎勵最美鄉村教師

5
基金

2019-05
呂氏基金有限公司
( 港幣 200 萬元 )

福建省南安市南星中學
樓學樓維修工程款

6
基金

2019-06
徐曉鶯

 ( 港幣 30 萬元 )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獎勵牧區最美鄉村教師

7
基金

2019-07
徐曉鶯

 ( 港幣 10 萬元 )
福建省泉州市通政小學

教育基金

8
基金

2019-08
陸軒輝

( 港幣 10 萬元 )

雲南省大理州洱源縣三營鎮永樂樂善村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陸軒輝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9
基金

2019-09
徐曉鶯

 ( 港幣 10 萬元 )
香港福建中學資助學生

10
基金

2019-10
洪明智

 ( 港幣 10 萬元 )
香港福建中學資助學生

11
基金

2019-11
徐凱祥

 ( 港幣 50 萬元 )
廈門大學科技園

教育基金

12
基金

2019-12
劉輝峰

( 港幣 28.6 萬元 )
青海省黃南州藏族自治州
獎勵牧區最美鄉村教師

13
基金

2019-13
劉輝峰

( 港幣 30 萬元 )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

優秀中學生

14
基金

2019-14
吳宛津

( 港幣 10 萬元 )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

優秀中學生

15
基金

2019-15
楊自順

( 港幣 30 萬元 )
資助香港新界北區、大埔區

優秀中學生

16
基金

2019-16
楊自順

( 港幣 10 萬元 )
資助香港新界荃灣區

優秀中學生

17
基金

2019-17
楊自順

( 港幣 10 萬元 )
台灣南投縣信義鄉雙龍國小

楊自順教育基金

18
基金

2019-18
黃偉鴻

( 港幣 20 萬元 )
黃大仙區中學生獎學金

19
基金

2019-19
蔡尚楷

( 港幣 20 萬元 )
香港中學生獎學金

20
基金

2019-20
蔡尚楷

( 港幣 30 萬元 )
張祝珊英文中學

教育獎學金

21
基金

2019-21
劉蔚然

( 港幣 10 萬元 )
拔萃男書院
教育基金

22
基金

2019-22
洪頂擁

( 港幣 50 萬元 )
晉江市金井鎮學校

教育基金

23
基金

2019-23
葉建明、葉華雄、葉華源、葉華誠

( 港幣 80 萬元 )
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

教育基金



~捐款芳名~~捐款芳名~

5656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序號 基金編號 捐贈者 地點 / 項目

24
基金

2019-24
劉志仁家族基金

( 港幣 523.25 萬元 )
晉江建校基金

25
基金

2019-25
劉志仁家族基金

( 港幣 581.4 萬元 )
晉江建校基金

26
基金

2019-26
劉志仁家族基金

( 港幣 58.14 萬元 )
德化一中教育基金

27
基金

2019-27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 港幣 5 萬元 )
贊助廈門大學 - 嘉庚號科考船訪港活動

28
基金

2019-28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 港幣 10 萬元 )
贊助城市大學學生科技夏令營活動

29
基金

2019-29

投石智庫
徐凱祥

( 港幣 5 萬元 )
贊助城市大學學生科技夏令營活動

30
基金

2019-30
陳守仁基金

( 港幣 5 萬元 )
贊助城市大學學生科技夏令營活動

31
基金

2019-31
徐偉福

( 港幣 10 萬元 )
福建省泉州市少林寺

教育基金

32
基金

2019-32
劉志仁家族基金
( 港幣 5 萬元 )

贊助廈門大學 - 嘉庚號科考船訪港活動

33
基金

2019-33
施純民

( 港幣 50 萬元 )
晉江教育基金

34
基金

2019-34
黃逸泉、李欣伉儷

( 港幣 20 萬元 )
晉江教育基金

35
基金

2019-35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 港幣 5 萬元 )
2020 年香港華羅庚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36
基金

2019-36
李易霖

( 港幣 3 萬元 )

青海省湟中縣上五莊鎮峽口學校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37
基金

2019-37
李俞潁

( 港幣 2 萬元 )

福建省寧化縣中沙鄉下沙村下沙畬族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蓮軒基金希望小學』

教學設備

38
基金

2019-38
楊自然

( 港幣 50 萬元 )
福建省晉江市新塘湖格小學

建校款

39
基金

2019-39
林潞

( 港幣 50 萬元 )
福建南安市小學教育基金

40
基金

2019-40
王曼源

( 港幣 11.1 萬元 )
安溪縣西坪中心小學、安溪縣南岩小學

『愛心圖書室』

41
基金

2019-41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 港幣 5 萬 )
北角、大埔區中學贈閱『知識雜誌』

42
基金

2019-42
徐志誠

( 港幣 30 萬 )
教育基金

43
基金

2019-43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 港幣 2.3 萬元 )

吉林省吉林市舒蘭市白旗鎮申屯小學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正心希望小學』

電腦投影設備

44
基金

2019-44

葉建明
葉華雄、葉華源、葉華誠

( 港幣 10 萬元 )
贊助大公報第三屆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45
基金

2019-45
吳雅玲

( 港幣 3.34 萬元 )
泉州市殘疾人藝術作品展暨愛心助殘活動

捐 10 台電鋼琴

46
基金

2019-46
吳雅玲

( 港幣 3.34 萬元 )
福建省南安市樂峰鎮
潭邊小學建校基金

47
基金

2019-47
林佑碧

( 港幣 56 萬元 )
泉州市統戰部同心助學工程



正心希望小學
#2012-29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

 楊木實驗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0萬元

　　為小學樓建了瓷磚牆裙，走廊

文化，裝修多媒體教室，購買桌

椅、學生書櫃，讓農村的孩子也能

和城市的孩子一樣，沐浴在最佳的

學習環境裡，徹底告別落後的學習

條件。

正心希望小學
#2015-18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舒蘭市

 白旗申屯村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申屯村小學，6個教學班，學

生46人，教師12人，捐款用於平整

學校操場，維修學校校舍，現在整

齊、美觀的兩棟教室，南北對稱，

有實驗室、音樂室、圖書室、微機

室一應俱全，成為全市農村辦學條

件，學習環境最好的學校之一。

5757

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新校落成~~新校落成~

正心希望小學
#2016-1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省樺甸市常山鎮

 五興村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85萬元

　　五興小學在捐方的支助下，學

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全

村最漂亮的標誌性的建築物，為學

校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學校環

境，實現孩子能在村裡就近上學的

願望。



余毅希望小學
#2017-04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余毅希望小學

校　　址：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

 大溪鎮下村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余毅、周巧雲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捐款用於捐建學校運動場，鋪

設塑膠跑道。

蔡經陽希望小學
#2017-06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芒市風平鎮

 拉院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拉院小學始創於1956年，是一

所完全小學。學校佔地面積3122平

方米，總建築面積870平方米。學

生人數432人。教職員工18人，10

個教學班。新建一棟教學綜合樓，

解決目前學生各類活動室不夠困

難，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

5858

~新校落成~~新校落成~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正心希望小學
#2016-18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船管區歡喜鄉

 新立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新立小學是一所全新的教學

樓，為學校鋪設塑膠操場，配置先

進的教學設備，大大地改善農村學

校辦學條件。



健南希望小學
#2017-07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健南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保山市龍陵縣

 象達鎮帕掌河完全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吳健南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帕掌河完全小學始創於1947

年，學校佔地面積5000平方米，建

築面積1928平方米，在校學生188

人，教學班6個，學前班31人，教

師12人，新教學樓的落成，大大的

改善了學

習環境。

楊自然希望小學
#2017-08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然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騰沖市芒棒鎮

 城河完全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楊自然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該校始創於1953年，由老校搬

遷到新校區，教學班6個，學生129

人，教師8人。學校佔地面積6926

平方米，建築面積2078平方米。新

投入使用的教學綜合樓，建築面積

825平方米，大大的改善了學校的

辦學環

境。

正心希望小學
#2017-21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學校

校　　址：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區

 兩家子滿族鄉中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該校為農村中學，始建於1967

年，新建2000平方米宿舍樓，解決

學校住宿問題，建鍋爐房，師生床

和衣櫃，解決師生日常生活所需。

5959

基基  

金金  

會會

香 港 福 建香 港 福 建~新校落成~~新校落成~



貽華希望小學
#2018-02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貽華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騰沖市中和鎮

 猛新完全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劉輝峰

捐款金額：港幣550萬元

　　該校始創於1975年，位於海

拔1799米，教學班6個，學生130

人，教師8人。學校佔地面積4270

平方米，建築面積1169平方米。新

投入使用的教學綜合樓一幢，建築

面積423平方米，大大的改善了學

校的辦學環境。

蔡經陽希望小學
#2018-03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希望小學

校　　址：雲南省騰沖市曲石鎮

 小寨完全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蔡經陽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55萬元

　　該校始創於1951年，服務8個

村，教學班6個，學生157人，教師

8人。學校佔地面積4135平方米，

建築面積1809平方米。新投入使用

的教學綜合樓一幢，建築面積1160

平方米，大大的改善了學校的辦學

環境。

正心希望小學
基金 #2016-26

校　　名：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正心希望小學

校　　址：吉林市豐滿區

 小孤家子聯合小學

捐 贈 方：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志媚基金陳秉志伉儷

捐款金額：港幣100萬元

　　學校辦學理念：尊重生命、助

力生長；校風：誠信求美、自主和

諧；校訓：尚德明理、日有長進；

教風：尊重學生、因才施教。創辦

小而美，小而優的百姓家門口的鄉

村小學校。

6060

~新校落成~~新校落成~
通訊通訊

2020 年2020 年
11月 號月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