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
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1992–2012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20th ANNIVERSARY SPECIAL EDITION

1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简称OCEF）于 
1992年创建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原名 
SOS China Education Fund），2001年
在德克萨斯州重新注册并更名为海外中国 
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是一家经美国联邦税务局
认定的501(c)(3)免税非营利机构（联邦税
号：76-0680540）。OCEF是一个非政治
性、非宗教性、独立的民间慈善机构，其唯
一宗旨是资助和推动中国乡村教育发展，

提高中华民族的基层素质。OCEF以公开透
明的工作制度，执行对资助金的申请，审
批、发放和监察回访。OCEF基本依靠义
工运作，超过95%的善款投入中国乡村教
育。20年来的运作费用只占募捐款的3.5
～4.6%。自2010年始，OCEF逐步调整资
助方向。从以往的输血式资助，转为多方位
的造血式资助，以期综合提高乡村教育质
量。OCEF根据受助对象情况有针对性地开
展资助工作，扎实地做好每一个资助点，让
希望之苗扎根本土，生生不息。 

OCEF
简介

￥ 0–50,00

￥ 50,001–500,000

￥ 500,001–1,000,000

￥ >1,000,000

资助金分布图
Financial Aid Distribu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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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庆泓女士
现任会长致辞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五位年青学生在美国加州注册
成立了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的前身——中国教育救援基
金会，并于次年向中国乡村贫困学童寄出第一批共
23份资助款。时光荏苒，二十年后的今天，OCEF
已累计为乡村贫困学生发放超过四万份助学金和奖
学金，为五百多所乡村小学设立图书室，并修建了
二十余所学校。OCEF的团队，也已从创立伊始的二
十多位海外学子，发展为由四百多名会员及分布在
世界各地、年龄不同背景各异的活跃义工组成的团
体，并不断成长。

回首这二十年，在为OCEF的助学成果感到喜悦欣慰的同时，我们深切认识到，助学之路任重
道远。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大城市在急剧发展，而多少乡村却踯躅不前，其经济水平甚至
仍停留在上世纪中叶。贫困乡村教育投入的匮乏和教育水平的落后，将持续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仅仅依赖原有的输血式粗放型的资金支持，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教育现状。在对乡村学生进
行资金支持的同时，必须探索和发展造血型的深度教育支持。因此，自2010年始，OCEF着手进行
综合资助项目的发展和探索，开始在贵州省织金县等地区的乡村学校开展多方位和深入的教育支
持，包括硬件改善、教师培训、学生资助、阅读指导、健康教育和技能教育等等。这样的深度支
持，针对乡村的独特性，因地制宜，将对当地学生和社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发展自身项目的
同时，OCEF还积极同其他公益组织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开展深度助学项目，建立起更完善的助
学项目体系。

在努力发展助学项目的同时，OCEF十分注重团队建设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因为我们深知，一
个高效能的团队将更有力的推动助学事业的发展。因此，OCEF不断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改善工作
流程以提高效率，为主要工作岗位制定清晰明确的工作要求和标准，并将于2012年下半年开始对
OCEF的管理运作进行一次全面评估，进一步提升团队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我们感到非常幸运和
骄傲的是，二十年来，一批又一批OCEF义工以专业精神来志愿服务于助学事业，奉献出大量时间
和精力，几年甚至十几年长期坚持在助学的前线或后方。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OCEF的助学事业更离不开来自捐款人的支持。二十年来，成千上万名捐款人默默的支持着和
他们素不相识的贫困学童。即使目前欧美各国处在深度经济衰退之中，我们的捐款人还依然关注
和支持着那些亟需帮助的孩子。我们为捐款人的无私奉献深深感动，更深知保证捐款安全和财务
清晰的重要性。因此，OCEF不断审查和加强财务制度的严谨性。2012年初，OCEF开始执行财务
系统综合改善方案，并计划成立财务审计委员会。在制定出更为严格的监察制度的同时，OCEF聘
用专职监察人员来加大监察工作的力度。为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OCEF开发出新的综合资助信息
系统，今后捐款人将能更方便的查看被资助人或资助项目的状态更新。在每年出版信息丰富的年
度报告和工作总结基础上，2012年起还推出OCEF快讯双月刊，并通过OCEF官方网站、社交网络
和微博等多种方式，力求及时向公众传递工作信息和团队动态。

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二十年来，生于草根的OCEF坚韧成长，日益蓬勃。公益助学之路崎岖
修远，甚至常常风雨泥泞，但我们相信积跬步终可至千里。在OCEF，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每一个孩子，不论生于贫穷或富裕，不论身在城市或乡村，都有获得良好的教育的权力，都有为
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的权力。

我们会为这共同的信念不断努力，并期待与您继续携手同行。

魏庆泓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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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昆律师 
Ken Liu，Esq.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哈佛大学法学博
士 ， 美 国 马 赛
诸 塞 州 执 业 律
师，2010年加入
基金会，受聘为
法律顾问。

杨浩 
Hao Yang

会员与捐款人服务
组组长  
Chair of Donor &  
Member Services

2 0 0 6 年 加 入
OCEF，负责会
员和捐款人服务 
工作。

杨敏 
Catherine Min 
Yang
出版委员会主席 
Chair of Publication 
Committee

2 0 0 5 年 加 入 基
金 会 ， 任 多 伦
多 义 工 组 联 络
人 ； 2 0 0 7 年 底
加入人力组；自
2008年10月加
入理事会，任基
金会十、十一届
理事，负责协调
基金会刊物出版
事务。

蒋莹莹 
Yingying Jiang

财务会计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 0 0 2 年 成 为
基 金 会 会 员 ，
并 在 会 员 / 捐 款
人 服 务 组 做 义
工，2003 年底
加入基金会理事
会，2004 年底
开始从事秘书组
工作，目前是基
金会北京出纳。

马南 
Nan Ma

监察组组长 
Chair of  
Inspection Team

2 0 0 7 年 加 入
基 金 会 ， 负 责
图 书 监 察 工
作，2009年夏
转入监察组，负
责制定监察规章
制度，执行监察
计划。

基金会专职人员 / Officer:

卓韵宝 
Robin Zhuo
副会长兼中国事务 
委员会主席  
Vice President & Chair of 
China Affairs Committee

执行委员会委员，2004
年加入基金会，负责学
校联络工作，2005年担
任图书上海组长，2009
年 开 始 先 后 担 任 助 学
组副组长、组长、中国
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主
席 ， 第 十 一 届 理 事 。 
2 0 1 2 年 7 月 转 为 基 金
会全职人员。总览基金
会中国事务，规划中国
项目发展，执行项目监
察。

刘秀 
Sue Liu

中国事务副主席兼 
项目执行官 
Vice Chair of China Affair 
Committee & Program 
Executive Officer

2005年加入基金会，
曾任图书组副组长，
中国事务委员会副主
席，第十届理事会理
事。2010年转为基金
会全职人员，负责中
国项目管理与对外合
作事务。

张计鹏 
Jipeng Zhang

兼职工作人员 
Officer Part-time

2 0 0 6 年 加 入 基 金
会，2009年8月-2010
年8月期间任专职监察
员，2011年7月成为
ocef兼职工作人员，负
责北京办公室日常运作
及项目组联络。

裘水妙 
Shuimiao Qiu

项目专员 
Program Officer

2011年10月加入基
金会，作为OCEF-心
平基金会合作项目工
作人员，目前负责中
国宁夏地区项目。 

基金会法律顾问:
第十二届理事会（ 10/2011 –10/2013 
）

魏庆泓
Qinghong Wei

会长兼首席执行官 
President & CEO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 
2008年年底加入基
金会，曾任基金会任
公共关系组组长，副
秘书长。2011年11
月起担任基金会第十
二任会长，总览基金
会常务事务，制定发
展战略，协调内部事
务。

关偲然 
Vicky Kwan

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 
2 0 0 5 年 1 月 加 入
OCEF，先后服务于图
书组、出版组、监察
组、地方组，2010
年9月起担任募捐组
组长。总览募捐、公
关、会员与捐款人服
务 （ D M S ） 、 分 支
机构（LBMC）相关 
事务。

梁敢 
Gan Liang

资深顾问 
Senior Advisor

1993 年参加基金
会，任基金会第五届 
(1998 至1999) 理事
会主席，第六至十一
届基金会会长。

陈世仪  
Patrick Chan

财务组副组长 
Vice Chair of Finance Team

1 9 9 7 年 加 入 基 金
会，1999-2001任基
金会休斯顿分会秘书
长，2006年初担任财
务长。2001年至今任
基金会第七、八、九、
十、十一届理事。

张东生 
Dongshen Zhang

分支机构委员会主席   
Chair of Local Branch  
Management Committee, 
LBMC

2 0 0 8 年 至 今 任 基
金 会 十 、 十 一 届 理
事 。 2 0 0 5 年 加 入
OCEF，2009年初担
任分支机构管理委员
会 主 席 ， 负 责 海 外
分 支 机 构 的 建 立 和 
发展。 

刘倩  
Jenny Liu

秘书长  
Secretary of the Board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2003年底加入基金
会，2004年至今任第
八、九、十、十一届
理事。 负责基金会内
部事务管理、中国事
务规划及执行，图书
及教师培训事务。

胡晓  
Sam Hu

财务长 
Treasurer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 2 0 0 4 年 5 月 加
入 基 金 会 ， 曾 服 务
于 会 员 与 捐 款 人 服
务 组 ( D M S ) 、 财 务
组。2004年至今任第
八、九、十、十一届
理事。负责基金会财
务工作，制定财务政
策八、九、十、十一
届理事。 负责基金会
财务工作，制定财务
政策。

沈中 
Zhong Sheng

副会长 
Vice President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2007年8月加入基
金会，08年任IT组组
长，历任基金会十、十
一届理事。负责基金会
信息技术及人力资源事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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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2008–2009   

会长：黄静远；
副会长- 杨筱青；
秘书长：祝凯
其他理事- 许汉卿、 方玮娅、 
缪玉亭、陈艳、何琳、陈腊梅

2009年–至今

骨干：方玮娅、骆海辉、黄静远、
缪玉亭、祝凯、朱鲜芙

分会停止理事会选举，地方事务由
骨干义工分担负责

第五届：2012–至今

会长：李鲁航，
秘书长：李迎辉
财务长：孙萌
其它理事：董亚雪，陈华薇， 
郭晓菲，傅达莉，李峰，陈世仪，
胡晓，肖建国，郭兵兵， 
梁音音，邵华，孙静  

北加州分会历届理事会

休斯顿分会历届理事会

第一届：2004–2005

会长：缪玉亭；副会长：冯耀；
秘书长：李胜高
其他理事：贺园莉、 
裴春峰、吴莹

第三届：1998–2001

会长：梁敢
副会长：周本初、李柏棋、杨思
梁、沈广强
秘书长：陈世仪
财务长：周琪
理事：熊伟军、刘宝顺、 
李春、陈锦泉、舒济仁、 
王佩、姚文忠、徐松焕、孙静、 
王学林、金为善、卢林、刘英
南、邵琳、李庆元、王胜、王
旭、王勇、 
舒济仁、吴东山、宋丽珍、章明

第二届：01/2001–03/2001

会长：梁敢
秘书长：周本初
副会长：孙静、李柏棋、熊伟
军、陈锦泉、杨思梁、张涤身、
副秘书长：柴宝龙
财务长：李春
其它理事：刘宝顺、程家麟、 
姚宁钢、陈世仪、 
唐新铭、宋丽珍、王卫红、 
杨宪斌、王佩、 林志共、 
舒济仁、王旭、宋丽珍、 
邓援建、张朝晖、 
孙海旺、彭成斌

2001年3月，SOSCEF更名為OCEF
并将总部迁至休斯顿，休斯顿分
会暂停运作03/2001–11/2008

第二届 ：2005–2006

会长：缪玉亭；
副会长：李胜高；
秘书长：祝凯
其他理事：冯耀、贺园莉、骆海
辉、王群天、
黄静远（增补）

第三届：2008–2010

会长：肖建国（至05/2009）
代会长： 陈世仪 （05/2009起）
副会长：董琳
秘书长：冯媛媛
其它理事：李峰、何昕、 
邵骅、孙静、胡晓、陈世仪

第四届：2010–2012

会长：李峰，
副会长：陈世仪
秘书长：冯媛媛
其它理事：胡晓，肖建国， 
郭兵兵，梁音音，邵华， 
孙静，夏强华

第三届：2006–2007

会长：黄静远；
副会长：王元凯；
秘书长：高戈 
其他理事：骆海辉、 
缪玉亭、许汉卿、王群天

第四届：2007–2008

会长：杨筱青，
副会长：方玮娅；
秘书长：高戈
其他理事：贺园莉、黄静远、
骆海辉、缪玉亭施丹、许汉卿

历届理事会 1992 –2011 

第一届：1992–1993

主　席：施文元
副主席：鲍敏琪
副主席：吴雅楠
秘书长：栾述生
财会：康捷

第二届 ：1993–1995

主　席：吴雅楠
副主席：栾述生，大陆事务　
副主席：陈志刚，募捐及公共
事务
副主席：段先胜，财政事务
秘书长：施文元
财　会：康捷

第三届：1995–1996

会长：杨凡
副会长：陈志刚、鲍敏琪
秘书长：施文元 
财会：黄志勇

第四届：1996–1998

会长：王旭
副会长：鲍敏琪、吴雅楠
秘书长：陈志刚 　
财会：黄志勇

第五届：1998–1999

主席：梁敢
财务长：陈晓燕
会长：鲍敏棋
出版编辑：陈志刚
副会长：缪玉亭
人事主管：林霖
副会长：李柏棋
筹款统筹：施文元
秘书长：吴雅楠、王旭
审计长：段先胜

第六届：1999–2001

会长：梁敢
副会长：周本初、
李柏棋、施文元                                                                             
秘书长：杨凡                                                                                                          
财务长：周琪
理　事：缪玉亭、陈志刚、刘
宝顺、李春、熊伟军、 林霖、
杨思梁

休斯顿分会理事会： 
1999－2001
会长：梁敢
副会长：周本初、李柏棋、杨思
梁、沈广强
秘书长：陈世仪
财务长：周　琪
理　事：熊伟军、刘宝顺、李春、
陈锦泉、王佩、姚文忠、徐松焕、
孙静、 王学林、金为善、卢林、
刘英南、邵琳、李庆元、王胜、王
旭、王勇、舒济仁、吴东山、宋丽
珍、章明

第七届：2001–2003

会长：梁敢
秘书长：周本初
副会长：孙静、李柏棋、熊伟军、
陈锦泉、杨思梁、张涤身、桑国安
副秘书长：柴宝龙
财务长：李春
理事：刘宝顺、姚宁钢、程家麟、
陈世仪、唐新铭、宋丽珍、王卫
红、杨宪斌、王佩、 林志共、边
建超、赵纪军、李宁、林霖、舒济
仁、王旭、宋丽珍、赵楚、邓援
建、冯耀、Dale Wen、张朝晖、孙
海旺、彭成斌

第八届：2003–2005

会长：梁敢
秘书长：周本初，郭浩宇（2004年
1月起）
副会长：孙静、柴宝龙（至2005年
12月）
副秘书长：郭浩宇
财务长：邓援建
理事：陈世仪、刘宝顺、顾天雯、
严梅松、崔继蓉、孙海旺、宋丽
珍、杨宪斌、林志共、韦蕾、刘
家澍、唐华荣、赵纪军、李宁、林
霖、Dale Wen、边建超、张涤身、 
邵琳、佟晓峰 、黄晓帆、张华、孙
文新、蒋莹莹、王迎、缪玉亭、单
小虎  、刘倩、蔡鹤松
 “暂离”：刘家澍、Dale Wen、单
小虎、张华、佟晓峰、林霖 

第九届：4/2005–10/2007   
2005－2006
会长：梁敢
秘书长：郭浩宇
副会长：孙静、黄晓帆、崔继蓉、 
边建超(上海)、 缪玉亭、许汉卿 
（2005年11月起）
财务长：Shannon Tan （2005年5
月-2006年1月）
理　事：  陈世仪、林霖、蔡鹤松、
唐华荣、姚小菁、徐晓、胡晓、刘

倩、蒋文一、蒋莹莹、祝凯（
至2005年11月）、许汉卿（2005
年8月起）

1/2006－10/2007
会　长：郭浩宇
秘书长：唐华荣
副会长：许汉卿、孙静、边建
超、崔继蓉、黄晓帆、缪玉亭
财务长：陈世仪
理事：梁敢、林霖、蔡鹤松、
姚小菁、徐晓、胡晓、刘倩、
蒋文一、蒋莹莹

第十届：2007–2009
10/2007－10/2008
会长：梁敢
执行副会长：许汉卿（至2008
年10月）
秘书长：高戈（至2008年10月）
副会长：方玮娅
财务长：胡晓
理事：陈世仪、胡建虹、蒋莹
莹、刘倩、刘秀

10/2008–10/2009
会长：梁敢
秘书长：郭浩宇（2008年10-11
月）、杨敏（2008年11月起）
副会长：方玮娅、陈世仪
财务长：胡晓
理事：蒋莹莹、刘倩、刘秀、
胡建虹、王安雯（2008年11月
起）、李瑶（2008年11月起）
、沈中（2009年1月起）、熊
兰瑛（2009年7月起）、赵长
聪（2009年8月起）、张东生
（2009年8月起）
荣誉理事：郭浩宇 （2008年12
月起）

第十一届：2009–2011

会长：梁敢 
秘书长：杨敏 
副秘书长：魏庆泓（2010年4月
起）
副会长：沈中 
财务长：胡晓 
理事：陈世仪，蒋莹莹，方玮
娅，刘倩，李瑶，熊兰瑛，赵
长聪，张东生，马南（2010年
2月起），卓韵宝（2010年2月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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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辞

上海交大硅谷校友会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Silicon Valley 
www.sjtu-sv.com 

 
 

此值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我们

做为硅谷普通华人，对贵会了不起的成就表示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二十年风雨如晦，贵会的广

大草根义工，工作学习繁忙之余，不忘故土，心系

那些尚处艰难之中的父老同胞的子女教育，尽心尽

力，坚持不懈，有所作为，完美体现了我们交大人

“饮水思源”的校训与理想，是我们的榜样和标杆！
祝愿贵会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希望我们更多

的校友加入到你们平凡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上海交大硅谷校友会会长吴彤谨贺 

 
二零一二年七月于硅谷  

      
     www.svsta.org 

 

 

 
 
 

          

在盛庆OCEF成立20周年来临之际，在
庆贺OCEF20年的时刻，我真诚的祝愿
奋斗在第一线的义工们与默默无闻的募
捐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吉祥，同时对你
们大慈大善、帮扶助学、恩德于众、无
私奉献的精神表示忠心的感谢。最后愿
这次OCEF20年庆会圆满成功。 
山西协调员：李跃清

20年的风雨历程，有感而发“心牵贫困
教育二十载，情系寒贫学子助发展！”  
河南协调员 黄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20th ANNIVERSARY  
 

 恭恭恭恭贺贺贺贺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育育育育基金会基金会基金会基金会成立成立成立成立二二二二十周年十周年十周年十周年    

教育儿童数年教育儿童数年教育儿童数年教育儿童数年,,,,成成成成就他就他就他就他们们们们数十年数十年数十年数十年,,,,造福国家民族数百年造福国家民族数百年造福国家民族数百年造福国家民族数百年    

 

****************************** 
   

                  

樹華教育基金會樹華教育基金會樹華教育基金會樹華教育基金會今天以今天以今天以今天以喜悅的心情喜悅的心情喜悅的心情喜悅的心情, 祝祝祝祝賀你們今日成就賀你們今日成就賀你們今日成就賀你們今日成就的輝煌的輝煌的輝煌的輝煌, 

并祝貴會未來為并祝貴會未來為并祝貴會未來為并祝貴會未來為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貧困貧困貧困貧困地區的地區的地區的地區的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貢獻更多心智貢獻更多心智貢獻更多心智貢獻更多心智。。。。你們從你們從你們從你們從

過去的篳路藍縷過去的篳路藍縷過去的篳路藍縷過去的篳路藍縷, 走到今天走到今天走到今天走到今天, 做出了許許多多為人知做出了許許多多為人知做出了許許多多為人知做出了許許多多為人知, 為人傲的為人傲的為人傲的為人傲的

績效績效績效績效，，，，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時序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樹華正等待著你樹華正等待著你樹華正等待著你樹華正等待著你

們們們們 百尺竿头百尺竿头百尺竿头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更进一步,  作為我們的借鑑與標竿作為我們的借鑑與標竿作為我們的借鑑與標竿作為我們的借鑑與標竿。。。。 

 

祝祝祝祝 願願願願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海外中国教育育育育基金会基金会基金会基金会向第二個二十年努力向第二個二十年努力向第二個二十年努力向第二個二十年努力、、、、奮奮奮奮發發發發。。。。 

 

 

會長會長會長會長花國柱花國柱花國柱花國柱 暨暨暨暨樹華教育樹華教育樹華教育樹華教育基金會全體義務工作者基金會全體義務工作者基金會全體義務工作者基金會全體義務工作者 敬賀敬賀敬賀敬賀 
 

2012.07.16 

 

 

 

 

 

 

 

Mail:  P. O. Box 515, Union City, CA 94587 
Website: www.soaronline.org 
Email: office@soaronline.org 
Address: 4 Union Square, Suite H 
                Union City, CA 94587 
Tel: 510-675-0680, Fax: 510-67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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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F

基金会架构

二十载青山踏遍,

培绿苗百年树人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 敬贺

此值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
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对贵会在过去二十年
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最诚挚的敬
意！在与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多次的合作中，我们
见证了贵会为改变孩子的命运，成就孩子的梦想所
付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祝愿贵会越办越好，帮助
更多的乡村教师开阔视野，为乡村教育创造出一个
完善的环境，让孩子们更好的学习成长，拥抱未
来。

斯坦福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吕初序
二零一二年七月于美国加州斯坦福

Congratulations to OCEF on pioneering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that has made 
so many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We admire your 20 unflag-
ging years of service and hope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to contin-
ue helping rural children and teachers! 

Rural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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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负责人

现任功能组负责人 
（2012年7月）

(一) 海外事务 
 
海外人力组
组长：缪玉亭
副组长：王湉

财务组
组长：胡晓
副组长： 陈世仪、蒋莹莹、桂
红宁

募捐组
组长：关偲然
副组长 ：李沫 

网络募捐小组
组长：陈飞龙   

VIP服務小组
组长：唐德铮

会员及捐赠人服务组
组长：杨浩
副组长：万树慧、 张睿

IT组
组长：沈中
副组长：孙泉 

网站组
组长：何琳

秘书组
组长：钟敏 

公共关系组
组长：沈红梅

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
主席：张东生
副主席：林霖、李鲁航、曹梦珲

出版协调委员会
主席：杨敏

《乡村少儿》刊物
主编：林铭祖
副主编：黄微  

回信组
组长：李晓霞 

设计组
组长：石宪杰

(二) 中国事务

中国事务协调委员会
主席：卓韵宝
副主席：刘秀、刘倩、黄晓帆
委员：方玮娅、吴赣、孙国良、
金谱、张继鹏

人力组 (中国) 
组长：黄晓帆
副组长：朱丽君

助学金项目组
组长：金谱

高中奖学金项目组
组长：孙国良
副组长：毛俊花、陈华薇

图书资助项目组
组长：刘倩
副组长：刘秀

教师资助项目组
组长：黄晓帆

特殊项目组
组长：吴赣
副组长：姜梦阳

监察组
组长：王新峰
副组长：张传智
 

历任功能组负责人 
（1992-2012）

(因篇幅所限，此处仅列出担任
同一组的组长或副组长累计时间
一年以上者，详细名单请参看
OCEF官方网站)

海外人力组(Oversea HR)
组长：缪玉亭、陈洁、谭昕、
高戈
副组长：王湉

财务组(Finance)
财务长：胡晓、黄志勇、康捷、
周琪、李春、邓援建、陈世仪、
陈晓燕
副组长： 蒋莹莹、陈世仪 

秘书组 (Secretary)
组长：钟敏曹、卓晓
副组长：郑维一

翻译组(Translation)
组长：王群天、陈春彦、魏庆
泓、张若雪

募捐组(Fundraising)
组长：梁敢、熊伟军、陈 锦 
泉、缪玉亭、关偲然、郭浩宇、
孙文新、梁京、赵长聪
副组长：莫一非

论坛组(Forum/online-fundrais-
ing)（2012年撤销，并入募捐
组）
副组长：张霖峰、顾天雯、朱
宏斌、方玮娅、郭昕、王光耀           
副组长：边建超、蔡鹤松

捐款人与会员服务组（Member 
& Donor Service）
组长：孙静、杨浩、林霖、康
捷、黄志勇、胡晓、缪玉亭
副组长：陈世仪、黄静远、万树
慧、蒋文一、张睿、蒋莹莹、姚
小箐、冯耀

1对1（1to1 Service）
组长：蒋文一、高戈、Ye Qian

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Local 
Branch Management Commit-
tee)
主席：  张东生、缪玉亭、郭浩
宇、孙文新、吴雅楠
副主席：唐华荣、林霖、曹梦珲

Houston：孙　静、孙文新、
陈世仪
Austin：王洁
Boston：江波、荣玉舫、何凯
Chicago：林霖、林威、胡建虹
NYNJ：严 岚、任初雨、唐华
荣、陶甄、李沫; 曹梦珲
Philadelphia：朱伟
Toronto：杨敏、赵长聪、关
偲然
UCLA：荣伟智、
UIUC：张东生、张宏博、罗俊
敏、陈正翰、 孟凌伊

信息技术组(IT)
组长：郭浩宇、沈中
副组长：骆海辉、孙泉

网站组(Web)
组长：郭浩宇、胡建虹、韩东
霖、程 家 麟、章明、缪玉亭; 
副组长：范琳、何琳

出版组(Publication)
组长：周本初、杨思梁、杨敏、
陈 洁、陈志刚、吴雅楠、郭浩
宇、黄晓帆、高戈、宋君

《乡村少儿》刊物
主编：陈洁、李薇

回信组
组长：陈洁、李小霞、宋君  
         
设计组 
组长：石宪杰

公共关系组(Public Relations)
组长：张涤身、沈红梅
副组长：欧阳美梅
  
中国事务委员会(China Affairs 
Committee)
主席：李柏棋、许汉卿、王 安 
雯、卓运宝、方玮娅、柴宝龙、
熊兰瑛
副主席：刘宝顺、严梅松、边建
超、刘秀、崔继蓉、黄晓帆、刘

倩、熊兰瑛

中国人力组(China HR)
组长：高宁、郑思斯、薛英、王
新峰、刘倩
副组长：毛俊花、于尧平

助学金组(K-9 Financial Aid)
组长：卓韵宝、吴雅楠、杨帆、
王旭、李柏棋、柴宝龙、崔继
蓉、励蓓、许汉卿
副组长：苏贞娟、郑维一、张传
捷、柳秀峰、刘宝顺、严梅、松
徐晓、许汉卿、边建超、方玮
娅、卓韵宝

高中奖学金组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组长：陈琳、张岚、贺庆
副组长：Rose Lu、孙国良

特殊项目组(School Building 
and Special Projects)
组长：黄晓帆、李瑶、方玮娅

监察组(Inspection)
组长：蔡鹤松、来慧荣、蒋俨、
马南、严梅松 ;          
副组长：张传智、刘依、来慧
荣、王新峰

教师项目组(Teacher Aid)
组长：林忠民、罗克 ;     
副组长：罗克、周俊、林忠民

图书项目组 (Library)
组长：刘倩、黄晓帆；副组长：
刘秀、程亮、张小寒

网宣组
组长：熊兰瑛  杨愈萍

论坛组
组长：林楠

学校组
组长：刘秀  黄海旭 

图书项目地方组 (Library Local 
Group)
北京组组长：刘倩
上海组组长：卓韵宝、苏贞娟、
徐钕榕
广州组组长：刘佳、朱子兰
成都组组长：李晔、任煜
济南组组长：张健
深圳组组长：谭文峰
新疆组组长：林忠民
南京组组长：赵莹
武汉组组长：佟一

如果您发现任何错漏，请电邮 
vol-update@ocef.org, 给我们一
个纠正工作疏漏的机会，谢谢！

OCEF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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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F成立2０年来，由最初的2０多名创会会员，发展到超过4００名会员；从早年会长一手包
办大小事务，发展到现在20个功能组，近百位义工承担基金会日常运作，千百位义工或长或短，或
多或少地为OCEF的发展壮大挥洒汗水，付出努力。感谢你们，一路同行！

现在OCEF日常运作分为海外事务与中国事务两大部分，各部分下辖不同功能组别，分工合作，
联手推动慈善助学事业。

（1）秘书组 / Secretary Team

·负责各种文案的准备，包括任命书和决议书的起草，通讯录
的更新和维护、年度工作报告的整理和编排、网站文章的更 
新整理等等；
·承接理事会选举的部分文案工作；
·秘书组下设翻译小组，负责各种中英文材料的翻译；

（2）财务组 / Finance Team
· 制订一系列资金和运作费用的申请、审批、报销、核实以
及各类收据的存档步骤和规定，健全财务制度；
· 分类保存好所有财务资料和档案；确保各类基金会财务账
目完整清楚；
· 负责处理与基金会银行户头有关的问题；电汇各类资助金
到国内资助金发放人员；
· 负责基金会每年的报税工作。收集、整理、并保存好所有
供外部(如IRS) 财务机构对基金会财务审核(AUDIT)所需提供的
所有财务资料，例如学生领取资助金的收据；
· 负责各项运作费用的审批和报销工作；负责基金会内部财
务的核对工作；
· 完成年度或季度基金会财务报告；

（3）募捐组 / Fundraising Team
· 制定募捐策略，年度筹款目标，与中国事务委员会合作推
出适合捐款人的资助项目；

· 制订各项募捐活动计划并组织和实施募捐计划，包括年度
募捐活动、公司/基金会资金申请、开展对外合作筹款项目；
· 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特点，发展新的捐款人，也可提供该
社区内捐款人和基金会沟通的间接渠道；

a. 在公司中发展捐款人和会员，联系参加公司的配捐项
目，并争取将基金会列入公司或其它慈善或公益机构的受益
名单；
b. 在各类社团组织（如CSSA，校友会，专业协会，华人
社区组织等）中发展捐款人和会员，向他们介绍基金会的工
作，开展各类募捐活动；

· 起草、维护和完善各类宣传材料。对义工组或义工个人开
展的宣传活动的组织给予尽可能的材料、组织等方面的支持，
并在基金会层面规划和组织各类宣传活动；
· 与会员/捐款人服务部门和资助项目合作，尽可能提供令捐
款人满意的服务，争取更多的已有捐款人继续捐赠及向他人推
荐；

-- 募捐组下辖两个小组，分别是VIP捐款人服务组，网络募捐组
A. 网络募捐小组 / Online Promotion Team

· 网络宣传：制作宣传贴，发布在论坛，社交网络等网络
世界，将论坛帖子分门归类，宣传OCEF，同时参与在论坛
的上传和回贴；
· 开展网络活动，通过征集、讨论、竞赛等方式吸引支持
者参加活动，凝聚人气；
· 论坛义工联络工作：对来自论坛上关于义工的申请，与
他们进行初步联系，并将有关的义工资料转给基金会义工联
系小组其它有关小组负责人员；

· 解答网友提问；
B. 重要捐款人服务小组 / VIP Service Team

· 跟进大额捐款项目，联络捐款人；
· 提供1对1服务，解答捐款人疑问；
· 协助捐款人联络受助方；
· 定期向捐款人提供一线项目反馈；

(4)会员/捐赠人服务组 / Donor& Member Service Team, DMS
· 做好对捐款的接收，登记，存放，入账工作；
· 建立和完善会员和捐款人的资料数据库；更新会员/捐款人
联系信息及名册；
· 给会员或捐款人邮寄有关信件和有关基金会的出版物；
· 按需要向其它工作小组提供会员和捐款人的信息；
· 诚挚和及时地回答会员和捐款人提出的各种问题；

（5）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 / Local Branch Management Com-
mittee, LBMC

· 统一协调各地区正式注册或未注册的地区义工组；
· 协助地区义工组组织活动，提供资源；
· 总结、推广各地经验；
· 在当地宣传基金会的工作, 开展募捐活动, 发展当地义工；
· 帮助当地捐款人了解基金会的工作，解答他们的问题；
· 开展会员、捐款人和义工联谊, 例如郊游野餐会等活动；

（6）IT支持组 / IT Team
· 开发、安装和维护各种应用系统，以满足基金会各功能组
工作的需要；
· 管理和维护基金会邮件系统；
· 提供报表和统计等技术支持；

（7）网站组 / Web Team

· 基金会网站工作：网站版面和结构设计、网站内容更新和
扩展、网上出版、制订标准化的网站内容管理规则等；网站
文件的复制和保存工作；

· 完善资料储存和发布等网站功能以及其它网络功能开发；                                                                     

（8）人力组（海外）/ HR （Overseasa) Team
· 新义工联系：负责与有兴趣做义工者的联系工作，解答
他们的问题，提供义工入门方面的资料，建立义工数据资料
库，管理人力工作平台，评估义工申请；按新义工专长和兴
趣向其它工作小组介绍和推荐；
· 与各工作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 了解他们的人员需求动向，
并努力满足这些需求；
· 帮助工作负责人评估义工工作状态，调整义工工作；
· 起草和维护义工培训材料；
· 维护和完善义工的资料数据库，更新义工联系信息及名
册；
· 管理vol-service@ocef.org转发邮箱，诚挚和及时地回答关
于义工的各种问题；
· 发布与义工有关的信息；

（9）公关组 / Public Relations Team
· 负责跟进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收到的外界询问和请求，准
备对外信件和文书；
· 为基金会有关部门做最后决策提供前期支持；
· 担负基金会对外联络，统一对外的窗口；

（10）出版协调委员会 / Publication Committee
下辖出版/回信/宣传组 /设计组 
· 定期出版基金会通讯或简讯和义工简报；出版基金会的各
类报告、专辑特刊以及对外宣传资料；
· 定期出版辅导员小报《乡村少儿》；
· 组织并参与被资助学生信件回复与交流；
· 为OCEF设计宣传材料、纪念品、义卖品等；
· 协助地方组设计图片展版式、展板；
· 承担与出版事务相关的其他设计任务；

中国事务协调委员会
工作内容：协调中国事务各组之间的联系以及指导各组工作。
（11）助学金项目组 / Financial Aid Team

 -- 学生申请审核
 ·制订和更新有关学生申请步骤、协调员工作、校方代表工

作的表格、规定、规则、聘书、和其它文件；联系各被资助
学校、协调员、校方代表、以及其它相关人员，负责学生申
请资助过程的实施，包括家访核实学生资料；

 ·组织对学生申请材料的审批，确定被资助名单。通知学生
家庭、学校、协调员审批结果；

 ·建立学生，协调员、校方代表、以及相关人员的完整资料
数据库，并即时更新；

 ·对被资助学校进行问卷调查，了解被资助的学校的各方面
的状况，包括辍学率、教学条件、学生人数、图书资料、对
基金会工作的建议和反馈等，为学生申请审核工作提供必要
的资料；

 ·负责基金会新资助点的设立事宜；
 ·保存好学生申请材料原件和电子文件档案，如有需要时向

其它工作小组提供有关学生、协调员、学校的资料；
 ·负责解决有关学生资料，学生申请、协调员和校方代表所

出现的有关的问题，与资金发放组和探访监察组密切合作；
 ·与各校的协调员和校方代表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和工作检

查，负责评估他们的工作表现，建立一支合格的协调员和校
方代表的志愿者队伍；
 
-- 资金发放

 ·核对被批准学生的姓名、资助金额、学生年级等资料，将
被资助学生及学校名单通知中国国内的资助金发放员；

 ·与财务组合作，将资助金电汇到国内资助金发放员处；
 ·负责与协调员和资助金发放员联系，检查和监督各校资助

金发放过程的实施，包括回收所有学生领取资助金的收据以
及现场资助金发放的照片；

中国事务

海外事务

OCEF功能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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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并保存好所有有关资助金发放的资料，包括学生领取
资助金收据；

 ·负责回答资助金发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并及时处理；
 ·负责制订和完善基金会关于发放资助金的规则；

（12）高中生奖学金项目组 (同助学金组)/ Scholarship Team

（13）图书组 / Library Team
 ·募集图书捐助资金和组织旧书新书直接捐助；
 ·联系出版社，争取优惠价格；
 ·根据各校申请，评选获赠学校，并核查受特赠学校情况；
 ·与学校协商图书管理细则；
 ·与学校协商订购书刊计划，协助学校按计划定购书籍与报

刊杂志；
 ·与学校及管理教师联系，开展各种读书征文活动，促进图

书利用；
 ·联系监察员，督促学校充分利用图书；
 ·联络教师，选拔适合人才进行教师培训；
 ·针对受助方特点，推广图书外延项目，例如阅读项目；

（14）教师组 / Teacher Aid Team
-- 教师申请审核

 ·制订和更新有关教师申请步骤、联系各被资助学校、协调
员、以及其它相关人员，负责教师申请资助过程的实施，包括

家访核实教师资料；
 ·组织对教师申请材料的审批，确定被资助名单。通知教

师、学校、协调员审批结果；
 ·建立教师，协调员、校方代表、以及相关人员的完整资料

数据库，并即时更新；
 ·与资金发放组和探访监察组密切合作；

  -- 资金发放
 ·核对被批准教师的姓名、资助金额、学校等资料，将被资

助教师及学校名单通知中国国内的资助金发放员；
 ·与财务组合作，将资助金电汇到国内资助金发放员处；
 ·负责与协调员和资助金发放员联系，检查和监督各校资助

金发放过程的实施，包括回收所有教师领取资助金的收据以及
现场资助金发放的照片；

 ·整理并保存好所有有关资助金发放的资料，包括教师领取
资助金收据；

 ·负责回答资助金发放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并及时处理；
 ·负责制订和完善基金会关于发放资助金的规则；

 
（15）建校及特殊项目组 / School Building & Special Project 
Team

 ·负责建校选点；负责收集建校的资料，包括实地探访的资
料、学校照片、工程预算等，交执行委员会决定建校地点；

 ·与财务组合作，设立建校专项捐款；
 ·负责监督建校，建成学校的验收，以及向执行委员会提交

详细的年度建校项目报告；
 

（16）监察组 / Inspection Team
-- 实地走访工作

 ·负责到各资助点进行实地走访做监察工作，包括走访贫困
家庭学生(边远山区需要徒步做家访)，核实贫困学生情况, 联
系有关人员填写有关表格,并把监察的结果资料照片和建议总
汇出来, 向监察组提交详细监察报告；

-- 组织安排探访监察工作
 ·制订和完善基金会关于国内义务探访监察工作的所有规

定、说明、表格、和其它相关文件；
 ·负责招募监察员义工的工作，包括与监察员申请人联系，

收集并审核他们的监察员申请材料，回答他们关于监察工作的
问题等；

 · 负责组建基金会的监察员义工系统，
使基金会的监察工作能持续下去；

 · 负责对监察员关于监察工作的指导和
训练事宜；

 · 负责将需要探访和监察的学校以及学
生的资料传送给监察员；

 · 负责安排监察员实地探访的必要准备
工作，包括提供给当地学校和协调员的
介绍信；

 · 在监察员探访过程中，与监察员保持
即时性的联系，解决探访过程中监察员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负责收集探访监察的结果资料，包括
照片、探访记录，学生或有关人员填写
的表格，监察员的监察报告；

 · 负责每年的监察预算和支出，并协助
监察员报销必需的监察费用；

 · 对每一次监察完成监察工作报告，向
基金会执行委员会汇报监察结果和建议

等；
 

（17）人力组（中国）/ HR （China) Team
负责中国的人力资源，工作内容与人力组（海外）工作内容相
同。

在America’s Giving Challenge刚开始时，我就想写一些在OCEF做监察工作
中的所见所闻。但在过去的半个月中，实在太多慈善大赛的事需要跟进。不单是
我，而是每个参与OCEF Challenge组工作的义工每天需要看一百多封email，并做
出决断。在慈善大赛结束前的今晚，我无法抑制住写下一个甚至不能称之为故事
的场景，一个萦绕我心多年，而未能忘怀的场景。

2006年初秋的一个傍晚，我置身于暮色渐浓的皖中乡村，除了远处依稀可
见的几颗星星和若隐若显的灯光，四周宛如黑幕。这不是我第一次做OCEF的乡村
监察，所以我自然戴有监察必需品—头灯。我也知道，似乎四周灯火渺渺，但实
际远近都有人烟。只不过，因为农村用电贵，所以在贫困地区的村民都尽量少开
灯。

这是OCEF设在安徽舒城的一个资助点，当年该资助点共有受助学生27人。
我正去往当天最后4个学生家探访的途中，之后就可以结束这次6天的安徽监察
之旅了。在村民指引下，我来到杨同学的家门。这是一座土坌房，换言之，用泥
土坌实成墙，上面搭上大梁和屋顶建成的房子。说实在，这样的房屋在监察过程
中已经见得太多，再也无法引发我的好奇。无论是东北，华中还是西南，土坌房
的差别只在于建筑的年份和大小，以及，坍塌度。杨同学的房屋虽然有些倾斜破
损，但还算“高大安全”—相比起我以前见过的只有2米高的土坌房来说。大多数
住土坌房的人都不会舍得经常开灯，所以里面即便是漆黑一片，也必然有人在。
因此，我是带着轻松的心情敲开那扇大门（请原谅我凉薄，太易动情的监察员恐
怕会有抑郁症）。

果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门后传出来。我连忙回答是基金会派来探访的人，
陪我来的老师也帮忙翻译解释（对方只会讲安徽话）。于是门打开了，我得以进
入这间漆黑的屋子，一位小姑娘应声从里屋的烛光中走出。我正要开腔，却发现
在微弱的烛光中，又走出两个女人，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我愣了一下，正寻
思该做如何反应才算得体。只听杨的父亲咕哝了几句，于是小姑娘带着那两个女
人又退回里屋。杨父一边摸索着开灯，一边比划着请我们往屋里再走几步。灯亮
了，我终于看清了杨父，一个矮小黝黑，左手有残疾的独眼中年男人。

我开始例行程序观察屋内摆设和家电。其实在屋外我就知道没什么可看，家
电不过是电灯一盏，家具不过是破旧方桌一个，加上一条板凳，全家最新的就是
帖在墙上的年画。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监察探访的第二步是问话。按照OCEF监察规定，陪同来的老师或地方协调员
应站在远处，不能参与对话。于是我和杨父开始有些困难的沟通，询问杨家的主
业是什么，家里有几口人，有多少地，种了什么农作物，有多少家畜家禽，过去
一年收了多少粮食，买了多少化肥，交了多少税费，纯收入是多少,可有外债…… 
在我和杨父的对答期间，里屋窸窸窣窣的衣物声一直未停。等我和杨父讲得七七
八八时，小姑娘一边帮另外两人整理仪容，一边微笑着走出来。借助昏暗的灯
光，我终于看清杨妹妹，一位13，4岁清清秀秀的姑娘，也同时看清站在身边的
两个女人，似乎不算年长，但她们的神情却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两位重度智障人
士… … 杨妹妹和我打过招呼，接着告诉我旁边那两位是她的母亲和姐姐。回想到
刚进门看到的场景，我了然于心。

在中国农村，残疾和疾病是贫穷的两大因素。OCEF资助的孩子有超过大半都
是这样的家境。贫困-疾病-残疾-贫困-失学-贫困，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甚至是一个可以将人置于无望困境的死结，从而产生更多的贫困人口。而贫困地
区的残疾人口则是整个社会最底层，低到贴着泥土爬行。一个贫困的农村残障人
士，如果他们希望嫁/娶一位身体健全的人，往往只能在智障的健全人中婚配，由

浩浩中华，希望在我
  --一个OCEF义工的回忆和感言

                  佚轩    2009年11月5日

背景：2009年1０月17日～11月7日，OCEF参加由美国Facebook Causes主办的
2009美国慈善挑战赛(America's Giving Challenge 2009，ACG)。依靠义工和支
持者的力量，OCEF充分利用网络社区、论坛和传统媒体，在挑战赛中一路领先，
最终在7,875个参赛的美国慈善机构中脱颖而出，夺得了总冠军。此次参赛共为
OCEF带来逾23万美元的奖金和捐款，召集了6,000多名热心支持者，宣传遍及欧
美各地。本文原题为《写于慈善大赛结束的前夜》，发表在MITBBS未名空间论
坛，记述了一位OCEF监察员在安徽资助点做监察探访的过程，读者从中可以了解
到OCEF助学金项目的实施情况和项目监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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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成天残地缺的家庭。一定会有人说，这样的人根本不应婚嫁。但谁能撚灭生活在最
最底层的人寻觅一线可能的家庭幸福呢，即便这种幸福或不幸各人看来不同。

按OCEF监察程序第三步，监察员要询问学生的学习兴趣，核对申请表和收款表上的
签名，询问收款数额和收款时间地点，款项用途，地方协调员是否对她做过家访，她身
边还有哪些同学得到资助，是否还有其他基金会资助她(们)等等。OCEF的宗旨是，资助
希望读书的孩子，而不以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评判。因为我们相信，虽然人的智力有高
下之分，但每个人生来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这个权利不因出生，民族，家境，成绩
而灭失。所以，OCEF发放的是助学金，而非奖学金，我们要提供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机
会，一个选择去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貌似一切如常地询问杨妹妹的学习情况，收款情况。杨妹妹对答有条有理，态度
自然，不卑不亢。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位小姑娘有着与其他受助孩子不同的气质，甚
至，她的落落大方让我有一种出众的感觉。这真的令我很惊讶，在我以往探访过的孩子
中，绝大多数乡村儿童因为家贫，很少接触外面的人事，面对生人时会不自觉的紧张。
我见过因为因家境悲凉而潸然落泪的少年，也见过紧张得手心流汗说不出话的孩子，见
过懵懂的娃娃，也见过不忿的学生。而眼前这位杨妹妹，一家4口，只有她一人拥有健
全的智力和身体，她最远的地方只去过47公里以外的合肥，她需要从小帮助残障的父亲
照料智障的母亲和姐姐，承受外人的各式各样的目光。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
受人歧视的家庭里的小姑娘，却居然让我想到“大气”二字。

该到监察家访的最后一个环节--拍照了。我要拍两张相片，一张室内一张房屋外
观，学生本人需要出现在相片中。说实在，安徽之行前，考虑到要进大别山，想轻装上
阵，于是我没有用单反相机，只带了个傻瓜机。结果这个选择让我后悔了一路。因为即
便位于中原地区，安徽贫困村民仍不舍得用瓦数高一点的灯胆，昏暗灯光下傻瓜机拍出
的相片实在有负重任。

听到说要拍照，杨妹妹连忙帮母亲和姐姐整理衣服头发，之后，她把父母和姐姐推
到中间，自己却站在母亲和姐姐身后，经我要求她才站在中间。看到这，我真是很感
慨，换做是我，我会坦然地在镜头前展现自己家庭的“缺陷”，还是会选择尽量掩盖来
维护自己的脸面？我想，如果我处于这样的家庭中，也许我会消极自卑，也许我会怨天
尤人，愤愤不平，至少，我无法象杨妹妹那么坦然而乐观。

我很想多了解一下这位小姑娘，因为她是那么与众不同。但无奈后面还有3户学生
需要走访，只好在逗留她家半个多小时后离去。但她那不卑不亢，乐观自然的神情，在
3年后的今天，仍让我想起，甚至是尊重，尊重这积极向上，不言放弃的生命力。

每次见到受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我都会和他们握手，无论伸过来的手是冷是热，
是沾满泥土还是污垢。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不因金钱施受而改变。钱真的不
多，一年三百多人民币不过50美金（注：2006年的资助标准）。我每每对连声道谢的
受助学生和家长说，人需要互相帮助，我们带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机会，真正的希望，改
变命运的希望在你们自己手中。在中国广袤的农村，也许还有许多象杨妹妹这样的孩
子，他们的存在映射出中国的现状，也映射出中华民族的希望。

自从包括OCEF在内的两个华人慈善机构在各华人论坛发起本次慈善大赛募捐以来，
有令人感动的众志成城，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仅仅作为一个走访过受助学生的
人，想对纷争的人说，希望在民。无论你对中国的政府和制度是什么看法，真正能决定
中华民族走向的，不是一个政党，不是一群精英，而是千千万万的大众。在网络上赞美
或谩骂制度，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只有当这个民族有足够多受到教育可以独立思
考判断的公民时，这个民族才无惧于挑战。知易行难，坐言起行，何不从你我做起？

贫困离我们并不遥远。 不必去到塞北边陲，不必入深山老林，就在霓光幻彩的城墙
之下，就有亟待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孩子。广袤土地上的人民不因我们在此高谈阔论口
舌之争而受惠，不会因发表几句民主宣言和谐盛世而得到幸福。 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
无法获得教育的孩子，他们是无辜的。 你可以为黑暗中的孩子点燃一盏烛光，也可以视
若无睹。少年智则中国智， 少年强则中国强。强健中华，捐资助学。浩浩中华，希望在
我！

你，会是那只为黑暗中的孩子带来光亮的萤火虫吗？ 我们，可以汇聚成一片萤光，
照亮前路的希望吗？

OCEF资助项目介绍

资助乡村教育，点燃希望灯火。 
Support rural education, rekindle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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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项目

助学金项目开始于1993年，是基金会推出的第一个资助
项目，也是OCEF最重要的资助项目。 OCEF助学金项目针对中
国贫困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初中、小学生，由OCEF在海外募款
后，直接向受助学生发放人民币资助金，用于弥补受助学生的
学习费用及部分生活费用支出。

20年来，助学金项目向受助学生发放资助金达人民币
6,333,775元，占OCEF所有项目总支出44.47% .

2006年以来，中国“两免一补”政策（免学杂费免教科
书费，补贴寄宿生生活费）覆盖面逐渐扩大，学生家庭在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逐步减轻。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
背景下，部分贫困地区的总体经济情况也得到一定改善。因
此，OCEF将转移其资助方向，将资助重点由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推进到涵盖高中阶段的十二年制教育资助，小学初中助学金项
目则在重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开展。

OCEF理事会于2012年1月通过决议，根据中国2011年
发布的贫困线标准提高助学金金额。自2012年2月春季开学
起，初中生资助标准为人民币720/人/年，小学生为人民币
540/人/年。

OCEF将根据中国政府实施‘两免一补’的具体情况，对
助学金项目的资助地区、资助对象、资助金额做出相应的调
整，以期能帮助更多的贫困儿童。

 ·设资助点的地区 
80%以上的资助点将设在目前有国家贫困县的省或自治
区。其它20%以下的资助点在没有国家贫困县的省市自治
区内。资助地所在县/市的年均人收入必须低于所在省或
自治区的平均年收入。
 ·受资助学生 
极度贫困家庭的学生。
 ·资助金额 
资助额为小学生每人每年540元，中学生每人每年720元
人民币；
 ·运作程序 
申请：由学生校方，家长单位或村委会共同出示书信,证明
该生确属贫困生,并提出申请。 
审核：基金会义工家访核查后将申请材料寄给基金会助学
项目组及理事会审核批准。 
发款：学校在基金会协调员监督下举行公开发款大会，
并 现 场 拍 照 。 学 校 需 张 榜 公 布 受 助 的 学 生 名 单 和 金
额。OCEF不定期派监察员检查学校及学生情况。监察结
果将被用于第二年的资助申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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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项目统计助学金项目统计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1993 全年 福建 ¥2,550 21
全年 湖北 ¥300 2

1993年度 2省/区 ¥2,850 23
1994 全年 安徽 ¥6,950 50

全年 浙江 ¥6,925 50
1994年度 2省/区 ¥13,875 100

1995 全年 安徽 ¥16,700 120
全年 湖北 ¥8,815 70
全年 四川 ¥6,060 56
全年 浙江 ¥3,360 24

1995年度 4省/区 ¥34,935 270
1996 全年 安徽 ¥6,000 40

全年 四川 ¥1,500 10
1996年度 2省/区 ¥7,500 50

1997 全年 安徽 ¥14,700 98
全年 湖北 ¥1,500 10
全年 内蒙古 ¥2,700 18
全年 四川 ¥10,800 72
全年 云南 ¥6,400 40
全年 浙江 ¥900 6

1997年度 6省/区 ¥37,000 244
1998 全年 安徽 ¥9,600 64

全年 湖北 ¥1,950 13
全年 四川 ¥4,350 29

1998年度 3省/区 ¥15,900 106
1999 全年 安徽 ¥16,350 109

全年 湖北 ¥3,450 25
全年 内蒙古 ¥2,100 14
全年 四川 ¥5,550 37
全年 云南 ¥2,965 20

1999年度 5省/区 ¥30,415 205
2000 全年 安徽 ¥11,700 78

全年 贵州 ¥6,000 40
全年 湖北 ¥3,900 26
全年 吉林 ¥7,500 50
全年 江西 ¥5,400 36
全年 内蒙古 ¥4,950 33
全年 四川 ¥15,000 100
全年 云南 ¥10,200 68

2000年度 8省/区 ¥64,650 431
2001 春季 安徽 ¥5,850 39

春季 贵州 ¥1,050 7
春季 湖北 ¥2,400 16
春季 吉林 ¥3,750 25
春季 辽宁 ¥1,500 10
春季 内蒙古 ¥2,550 17
春季 四川 ¥7,650 51
春季 云南 ¥9,150 61

小计： 8省/区 ¥33,900 226
2001 秋季 安徽 ¥6,665 43

秋季 贵州 ¥3,255 21
秋季 黑龙江 ¥9,765 63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秋季 湖北 ¥2,635 17
秋季 湖南 ¥2,790 18
秋季 吉林 ¥3,875 25
秋季 江苏 ¥3,100 20
秋季 江西 ¥17,670 114
秋季 辽宁 ¥7,595 49
秋季 内蒙古 ¥6,510 42
秋季 山西 ¥8,215 53
秋季 四川 ¥6,820 44
秋季 西藏 ¥6,355 41
秋季 云南 ¥9,150 61
秋季 浙江 ¥3,875 25

小计： 15省/区 ¥98,275 636

2001年度 15省/区 ¥132,175 862
2002 春季 安徽省 ¥6,510 42

春季 黑龙江 ¥9,610 62
春季 湖北 ¥2,635 17
春季 湖南 ¥2,790 18
春季 吉林 ¥3,875 25
春季 江苏 ¥3,100 20
春季 江西 ¥21,390 138
春季 辽宁 ¥3,875 25
春季 内蒙古 ¥6,510 42
春季 山西 ¥4,030 26
春季 四川省 ¥6,820 44
春季 云南 ¥9,145 59
春季 浙江 ¥3,875 25

小计： 13省/区 ¥84,165 543
2002 秋季 安徽 ¥6,375 33

秋季 甘肃 ¥7,180 44
秋季 贵州 ¥8,060 52
秋季 河南 ¥4,975 36
秋季 黑龙江 ¥19,240 107
秋季 湖北 ¥3,950 22
秋季 湖南 ¥5,620 29
秋季 吉林 ¥8,570 46
秋季 江苏 ¥6,600 33
秋季 江西 ¥31,680 180
秋季 内蒙古 ¥12,765 78
秋季 山西 ¥16,730 106
秋季 陕西 ¥3,100 25
秋季 四川 ¥15,585 84
秋季 西藏 ¥4,340 28
秋季 云南 ¥15,200 76
秋季 浙江 ¥6,145 35

小计： 17省/区 ¥176,115 1,014
2002年度 18省/区 ¥260,280 1,557

2003 春季 安徽 ¥6,375 33
春季 甘肃 ¥7,180 44
春季 贵州 ¥7,905 51
春季 河南 ¥4,975 36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春季 黑龙江 ¥19,240 107
春季 湖北 ¥3,950 22
春季 湖南 ¥6,240 32
春季 吉林 ¥7,970 43
春季 江苏 ¥6,400 32
春季 江西 ¥27,495 153
春季 内蒙古 ¥12,765 78
春季 山西 ¥16,730 106
春季 陕西 ¥3,100 25
春季 四川 ¥15,585 84
春季 西藏 ¥4,340 28
春季 云南 ¥15,200 76
春季 浙江 ¥6,145 35

小计: 17省/区 ¥171,595 985
2003 秋季 安徽 ¥5,710 29

秋季 甘肃 ¥17,315 103
秋季 贵州 ¥3,565 23
秋季 河南 ¥12,090 78
秋季 黑龙江 ¥15,015 78
秋季 湖南 ¥16,150 83
秋季 吉林 ¥8,325 45
秋季 江苏 ¥6,000 30
秋季 江西 ¥32,215 182
秋季 内蒙古 ¥8,425 50
秋季 宁夏 ¥11,100 60
秋季 山西 ¥22,785 129
秋季 陕西 ¥4,585 29
秋季 四川 ¥16,395 84
秋季 西藏 ¥4,030 26
秋季 云南 ¥16,400 82
秋季 浙江 ¥5,060 28

小计： 18省/区 ¥216,260 1,139
2003年度 18省/区 ¥387,855 2,124

2004 春季 安徽 ¥5,710 29
春季 甘肃 ¥20,415 123
春季 广西 ¥11,095 62
春季 贵州 ¥3,565 23
春季 河南 ¥12,090 78
春季 黑龙江 ¥15,015 78
春季 湖南 ¥16,150 83
春季 吉林 ¥8,325 45
春季 江苏 ¥6,000 30
春季 江西 ¥32,215 182
春季 内蒙古 ¥8,425 50
春季 宁夏 ¥11,100 60
春季 山西 ¥22,785 129
春季 陕西 ¥4,585 29
春季 四川 ¥16,395 84
春季 西藏 ¥4,030 26
春季 云南 ¥16,400 82
春季 浙江 ¥5,060 28

小计： 18省/区 ¥219,360 1,221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2004 秋季 安徽 ¥6,220 32
秋季 甘肃 ¥29,920 173
秋季 广西 ¥16,865 94
秋季 贵州 ¥11,160 72
秋季 河南 ¥12,555 81
秋季 黑龙江 ¥19,580 106
秋季 湖南 ¥28,325 154
秋季 吉林 ¥5,925 33
秋季 江苏 ¥5,800 29
秋季 江西 ¥33,440 187
秋季 内蒙古 ¥13,150 77
秋季 宁夏 ¥13,090 74
秋季 山西 ¥28,245 168
秋季 陕西 ¥3,925 23
秋季 四川 ¥20,690 112
秋季 云南 ¥16,400 82
秋季 浙江 ¥6,145 35

小计： 17省/区 ¥271,435 1532
2004年度 18省/区 ¥490,795 2753

2005 春季 安徽 ¥6,220 32
春季 甘肃 ¥33,860 199
春季 广西 ¥16,865 94
春季 贵州 ¥10,850 70
春季 河南 ¥12,555 81
春季 黑龙江 ¥18,780 102
春季 湖南 ¥28,125 153
春季 吉林 ¥5,925 33
春季 江苏 ¥5,800 29
春季 江西 ¥33,440 187
春季 内蒙古 ¥12,685 74
春季 宁夏 ¥13,090 74
春季 山西 ¥28,200 168
春季 陕西 ¥7,985 38
春季 四川 ¥19,870 107
春季 云南 ¥16,400 82
春季 浙江 ¥6,145 35

小计： 17省/区 ¥276,795 1558
2005 秋季 四川 ¥56,655 327

秋季 甘肃 ¥52,630 323
秋季 贵州 ¥38,825 248
秋季 山西 ¥32,220 189
秋季 江西 ¥32,390 184
秋季 湖南 ¥29,635 161
秋季 河南 ¥22,990 138
秋季 吉林 ¥21,400 134
秋季 黑龙江 ¥21,000 115
秋季 内蒙古 ¥17,155 95
秋季 云南 ¥15,450 84
秋季 广西 ¥6,800 43
秋季 陕西 ¥6,435 36
秋季 安徽 ¥3,355 17
秋季 江苏 ¥3,4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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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项目统计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秋季 浙江 ¥1,550 10
小计： 16省/区 ¥361,890 2121
2005年度 17省/区 ¥638,685 3679

2006 春季 云南 ¥15,450 82
春季 内蒙古 ¥16,955 93
春季 吉林 ¥21,400 130
春季 四川 ¥51,775 307
春季 安徽 ¥3,555 17
春季 山西 ¥32,220 189
春季 江苏 ¥3,400 17
春季 江西 ¥25,175 184
春季 河南 ¥22,390 135
春季 浙江 ¥1,550 10
春季 湖南 ¥29,235 159
春季 甘肃 ¥51,390 301
春季 贵州 ¥38,360 220
春季 陕西 ¥6,435 35
春季 黑龙江 ¥20,200 95

小计： 15省/区 ¥339,490 1974
2006 秋季 安徽 ¥6,190 35

秋季 甘肃 ¥45,025 278
秋季 贵州 ¥33,995 217
秋季 河南 ¥21,240 126
秋季 黑龙江 ¥17,490 96
秋季 湖南 ¥19,955 109
秋季 吉林 ¥23,620 146
秋季 江西 ¥26,225 157
秋季 内蒙古 ¥12,190 65
秋季 山西 ¥41,520 249
秋季 陕西 ¥5,455 32
秋季 四川 ¥69,590 415
秋季 云南 ¥15,340 83
秋季 浙江 ¥1,085 7

小计： 14省/区 ¥338,920 2015
2006年度 15省/区 ¥678,410 3989

2007 春季 安徽 ¥6,190 35
春季 甘肃 ¥43,320 267
春季 贵州 ¥24,995 161
春季 河南 ¥20,330 121
春季 黑龙江 ¥16,890 93
春季 湖南 ¥15,680 82
春季 吉林 ¥23,620 146
春季 江西 ¥26,225 157
春季 内蒙古 ¥12,035 64
春季 山西 ¥41,520 249
春季 陕西 ¥5,100 30
春季 四川 ¥65,335 389
春季 云南 ¥15,340 83
春季 浙江 ¥1,085 7
春季 重庆 ¥2,480 16

小计： 15省/区 ¥320,145 1900
2007 秋季 四川 ¥92,575 536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秋季 山西 ¥76,355 427
秋季 甘肃 ¥50,705 301
秋季 江西 ¥22,395 132
秋季 吉林 ¥24,620 151
秋季 湖南 ¥21,805 116
秋季 河南 ¥25,235 148
秋季 黑龙江 ¥22,905 126
秋季 贵州 ¥17,120 109
秋季 云南 ¥15,140 82
秋季 内蒙古 ¥15,120 81
秋季 陕西 ¥6,700 38
秋季 安徽 ¥6,460 35
秋季 浙江 ¥1,085 7
秋季 重庆 ¥2,480 16

小计： 15省/区 ¥400,700 2305
2007年度 15省/区 ¥720,845 4205

2008 春季 四川 ¥114,450 660
春季 山西 ¥77,285 433
春季 甘肃 ¥54,425 325
春季 江西 ¥31,155 183
春季 吉林 ¥28,420 170
春季 湖南 ¥28,065 150
春季 河南 ¥26,165 154
春季 黑龙江 ¥23,880 132
春季 贵州 ¥21,670 134
春季 云南 ¥20,340 108
春季 内蒙古 ¥20,120 106
春季 陕西 ¥6,700 38
春季 安徽 ¥6,460 35
春季 浙江 ¥2,480 16
春季 重庆 ¥2,480 16

小计： 15省/区 ¥464,095 2,660
2008 秋季 四川 ¥170,275 974

秋季 山西 ¥126,760 722
秋季 甘肃 ¥57,225 339
秋季 江西 ¥26,030 154
秋季 吉林 ¥26,245 158
秋季 湖南 ¥39,540 213
秋季 河南 ¥34,200 198
秋季 黑龙江 ¥22,865 124
秋季 贵州 ¥19,540 113
秋季 云南 ¥14,875 80
秋季 内蒙古 ¥21,920 115
秋季 陕西 ¥6,545 37
秋季 安徽 ¥8,300 46
秋季 浙江 ¥3,215 19
秋季 重庆 ¥4,145 25

小计： 15省/区 ¥581,680 3,317
2008年度 15省/区 ¥1,045,775 5,977

2009 春季 四川 ¥167,055 957
春季 山西 ¥125,895 717
春季 甘肃 ¥55,030 326

助学金项目统计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春季 江西 ¥17,980 107
春季 吉林 ¥23,690 145
春季 湖南 ¥38,340 207
春季 河南 ¥32,335 188
春季 黑龙江 ¥22,465 122
春季 贵州 ¥18,520 107
春季 云南 ¥14,875 80
春季 内蒙古 ¥21,410 112
春季 陕西 ¥5,590 32
春季 安徽 ¥8,300 46
春季 浙江 ¥3,215 19
春季 重庆 ¥4,145 25

小计： 15省/区 ¥558,845 3,190
2009 秋季 云南 ¥12,790 68

秋季 内蒙古 ¥155 1
秋季 吉林 ¥8,955 54
秋季 四川 ¥29,850 165
秋季 安徽 ¥6,660 36
秋季 山西 ¥102,070 572
秋季 江西 ¥16,325 94
秋季 河南 ¥27,620 157
秋季 浙江 ¥2,195 13
秋季 湖南 ¥27,830 154
秋季 甘肃 ¥28,550 163
秋季 贵州 ¥14,975 85
秋季 陕西 ¥3,460 20
秋季 黑龙江 ¥15,565 83

小计： 14省/区 ¥297,000 1,665
2009年度 22省/区 ¥855,845 4,855

2010 春季 甘肃 ¥57,715 341
春季 贵州 ¥9,335 55
春季 河南 ¥6,195 33
春季 黑龙江 ¥15,565 83
春季 湖南 ¥26,875 149
春季 吉林 ¥8,755 53
春季 江西 ¥11,120 61
春季 内蒙古 ¥155 1
春季 山西 ¥88,300 491
春季 陕西 ¥3,460 20
春季 四川 ¥43,860 240
春季 云南 ¥12,790 68
春季 浙江 ¥2,195 13
春季 重庆 ¥5,515 5
小计 14省/区 ¥291,835 1,613

2010 秋季 甘肃 ¥33,980 196
秋季 贵州 ¥5,565 33
秋季 河南 ¥4,420 23
秋季 黑龙江 ¥9,795 51
秋季 湖南 ¥10,095 57
秋季 吉林 ¥7,075 41
秋季 江西 ¥6,415 35
秋季 山西 ¥58,340 325

年度 学期 省/区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人次
(每学期每生
计为一人次)

秋季 陕西 ¥2,685 15
秋季 四川 ¥22,015 122
秋季 浙江 ¥1,930 11
小计 11省/区 ¥162,315 909

2010年度 14省/区 ¥454,150 2,522
2011 春季 甘肃 ¥36,490 209

春季 贵州 ¥1,085 7
春季 河南 ¥4,220 22
春季 黑龙江 ¥10,680 57
春季 湖南 ¥9,940 56
春季 吉林 ¥6,875 40
春季 江西 ¥5,815 32
春季 山西 ¥53,590 299
春季 陕西 ¥2,485 14
春季 四川 ¥21,105 117
春季 浙江 ¥1,730 10
春季 内蒙古 ¥2,595 15

小计： 小计 12省/区 ¥156,610 878
2011 秋季 甘肃 ¥26,305 143

秋季 贵州 ¥310 2
秋季 河南 ¥2,465 13
秋季 黑龙江 ¥2,155 11
秋季 湖南 ¥7,575 39
秋季 吉林 ¥6,100 35
秋季 江西 ¥4,685 25
秋季 内蒙古 ¥2,465 13
秋季 山西 ¥50,825 271
秋季 四川 ¥16,740 90
秋季 浙江 ¥1,820 10

小计 11省/区 ¥121,445 652
2011年度 12省/区 ¥278,055 1,530

2012 春季 黑龙江 ¥3,510 10
春季 甘肃 ¥32,760 98
春季 贵州 ¥540 2
春季 河南 ¥4,410 13
春季 湖南 ¥12,150 35
春季 吉林 ¥9,450 31
春季 江西 ¥7,740 23
春季 山西 ¥82,440 247
春季 四川 ¥27,540 83
春季 浙江 ¥3,240 10

小计： 小计 10省/区 ¥183,780 552
22省/区 ¥6,333,775 36,03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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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是一个民族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是提高民族素质及民族竞争力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已逐步加强九年义务教育
学生资助的投入，高等教育方面也有了国家贷款和减免学费等政策的支持。但由于各方面(包括财力) 的原因，作为衔接小初和高等教
育的关键一环，高中(十至十二年级) 暂时未列入免费义务教育范围，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

2004年，OCEF设立高中奖学金项目以资助贫困高中生。高中奖学金项目适用于高中、职业高中及中专生等国内已规范好的介于
初中和大学之间的学校。主要资助最贫困地区（如国家级贫困县）的高中生。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主要评定标准，家庭状况为辅。

2０12年7月22日，OCEF理事会通过决议，自2０13年起OCEF高中奖学金的评定标准改变为以家境贫困为主，学业成绩为辅；
并将扩大高中奖学金名额，逐步实现高中奖学金资助金额达到OCEF年度总支出的5０%. 

换言之，在基金会运作2０年后，OCEF的资助重点将由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转向高中教育资助。此乃OCEF2０年来最重大的资
助战略转变。

2０13～2０14年度为新高中奖学金项目试行阶段，OCEF项目实施细则将根据资助点情况及社会反馈而调整。
 · 资助地区 

每年在592个国家贫困县（以国家年度公布数据为准）内被资助的高中生数目应占总数的70%以上。其余不多于总数的30%可以
分布在非国家贫困县。

 · 评审准则 
以学生的贫困程度为主，以学习状况（包括学习成绩、进步程度、求学上进精神等）为辅助标准。如果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家庭
条件没有明显改善，将一直被资助到高中毕业。

 · 资助金额 
资助金额分三档，原则上资助学校规定费用的50%- 70%，其他可由家庭和学校（减免学杂费）相应出力。
1.对于学校收费（学杂费加住宿费）超过三千元人民币的，每人每年总资助额为2000元人民币。
2.对于学校收费（学杂费加住宿费）介于两千到三千元人民币者，资助1500元人民币。
3.对于学校收费（学杂费加住宿费）低于两千元人民币者，每人每年资助额为下两者中较少者：1000元人民币，或者其学校收
费额。
综合来看，每个高中生每年的平均资助费用大约是350美元。

 · 运作程序 
申请：由学生校方，家长单位或村委会共同出示书信,证明该生确属贫困生,并提出申请。 
审核：基金会义工家访核查后将申请材料寄给基金会助学项目组及中国事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发款：基金会写信通知每位获资助学生及家长。学校在基金会协调员监督下发款。OCEF不定期派监察员检查学校及学生情况。
监察结果将被用于第二年的资助申请依据。

奖学金项目

延伸项目—大学生入学奖学金

为了减轻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的经济负担，OCEF从2006年开始，为考上大学的资助生提供
1000元的一次性经济补贴。

资助对象：考上大学的高中项目受助学生

资助程序：由学生自行申请 —— 邮寄书面申请资料 —— 核对申请资料 —— 发款

奖学金项目统计

高中组统计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
人次

学校
总数

2003 秋季 湖南 ¥1,500 1 1
2003年度 1省/区 ¥1,500 1 1

2004 春季 湖南 ¥1,500 1 1
小计： 1省/区 ¥1,500 1 1

2004 秋季 山西 ¥800 1 1
秋季 陕西 ¥600 1 1
秋季 湖南 ¥2,375 2 1
秋季 云南 ¥1,920 2 1
秋季 吉林 ¥1,600 4 1

小计： 5省/区 ¥7,295 10 5
2004年度 5省/区 ¥8,795 11 6

2005 春季 山西 ¥800 1 1
春季 陕西 ¥600 1 1
春季 湖南 ¥3,650 3 1
春季 云南 ¥1,920 2 1
春季 吉林 ¥1,600 4 1
春季 甘肃 ¥1,000 1 1
春季 河南 ¥8,600 9 1

小计： 7省/区 ¥18,170 21 7
2005 秋季 甘肃 ¥9,800 11 2

秋季 河南 ¥9,000 9 1
秋季 湖南 ¥3,975 3 2
秋季 云南 ¥1,920 2 1
秋季 吉林 ¥1,600 4 1
秋季 宁夏 ¥39,990 136 2
秋季 新疆 ¥5,000 5 1

小计： 7省/区 ¥71,285 170 10
2005年度 9省/区 ¥89,455 191 17

2006 春季 甘肃 ¥6,000 10 1
春季 河南 ¥9,000 9 2
春季 湖南 ¥3,975 3 2
春季 云南 ¥1,920 2 1
春季 吉林 ¥1,600 4 1
春季 宁夏 ¥39,990 136 2
春季 新疆 ¥5,000 5 1
春季 内蒙古 ¥1,000 1 1

小计： 8省/区 ¥68,485 170 11
2006 秋季 甘肃 ¥6,600 12 2

秋季 河南 ¥18,000 18 2
秋季 湖南 ¥13,500 12 6
秋季 云南 ¥22,000 22 1
秋季 吉林 ¥1,200 3 1
秋季 宁夏 ¥35,330 68 2
秋季 新疆 ¥40,000 40 2
秋季 内蒙古 ¥2,000 2 1
秋季 贵州 ¥10,000 10 2
秋季 四川 ¥21,000 21 2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
人次

学校
总数

小计： 10省/区 ¥169,630 208 21
2006年度 10省/区 ¥238,115 378 32

2007 春季 甘肃 ¥6,600 12 2
春季 河南 ¥38,000 38 2
春季 湖南 ¥15,500 14 7
春季 云南 ¥20,000 20 1
春季 吉林 ¥1,200 3 1
春季 宁夏 ¥24,330 57 2
春季 新疆 ¥117,000 117 6
春季 内蒙古 ¥2,000 2 1
春季 贵州 ¥10,000 10 2
春季 四川 ¥28,000 28 3

小计： 10省/区 ¥262,630 301 27
2007 秋季 甘肃 ¥48,800 47 2

秋季 河南 ¥29,000 29 2
秋季 湖南 ¥30,800 29 8
秋季 云南 ¥20,000 20 1
秋季 新疆 ¥109,000 109 5
秋季 内蒙古 ¥48,000 48 6
秋季 贵州 ¥51,000 51 3
秋季 四川 ¥30,000 30 2
秋季 陕西 ¥15,000 15 5

小计： 9省/区 ¥381,600 378 34
2007年度 11省/区 ¥644,230 679 36

2008 春季 甘肃 ¥48,800 47 2
春季 河南 ¥49,000 49 2
春季 湖南 ¥30,800 29 8
春季 云南 ¥20,000 20 1
春季 新疆 ¥158,000 158 6
春季 内蒙古 ¥48,000 48 6
春季 贵州 ¥49,000 49 3
春季 四川 ¥33,000 33 2
春季 陕西 ¥15,000 15 5

小计： 9省/区 ¥451,600 448 35
2008 秋季 甘肃 ¥107,800 106 4

秋季 河南 ¥41,000 41 2
秋季 湖南 ¥56,800 55 9
秋季 吉林 ¥20,000 20 1
秋季 江西 ¥20,000 20 1
秋季 云南 ¥37,000 37 1
秋季 新疆 ¥151,000 151 6
秋季 内蒙古 ¥85,000 85 2
秋季 贵州 ¥70,000 70 4
秋季 四川 ¥37,000 37 3
秋季 陕西 ¥19,000 19 6

小计： 11省/区 ¥644,600 641 39
2008年度 11省/区 ¥1,096,200 108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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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统计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
人次

学校
总数

2009 春季 甘肃 ¥103,800 102 4
春季 河南 ¥37,000 37 2
春季 湖南 ¥56,800 55 9
春季 吉林 ¥20,000 20 1
春季 江西 ¥20,000 20 1
春季 新疆 ¥146,000 146 6
春季 内蒙古 ¥84,000 84 2
春季 贵州 ¥87,000 87 4
春季 四川 ¥37,000 37 3
春季 陕西 ¥19,000 19 6

小计： 11省/区 ¥610,600 607 38
2009 秋季 云南 ¥37,000 37 1

秋季 内蒙古 ¥49,000 49 1
秋季 吉林 ¥17,000 17 1
秋季 四川 ¥20,000 20 3
秋季 山西 ¥9,000 9 2
秋季 新疆 ¥87,000 87 5
秋季 江西 ¥15,000 15 1
秋季 河南 ¥30,000 30 2
秋季 湖南 ¥33,000 33 2
秋季 甘肃 ¥83,800 82 3
秋季 贵州 ¥72,000 72 5
秋季 陕西 ¥10,000 10 4

小计： 12省/区 ¥462,800 461 30
2009年度 13省/区 ¥1,073,400 1,068 68

2010 春季 甘肃 ¥50,000 50 3
春季 贵州 ¥21,000 21 5
春季 河南 ¥13,000 13 2
春季 湖南 ¥19,000 19 1
春季 吉林 ¥4,000 4 1
春季 江西 ¥18,000 18 1
春季 山西 ¥9,000 9 2
春季 内蒙古 ¥46,000 46 1
春季 陕西 ¥7,000 7 4
春季 四川 ¥21,000 21 3
春季 新疆 ¥61,000 61 5
春季 云南 ¥16,000 16 1
小计： 12省/区 ¥285,000 285 29

2010 秋季 甘肃 ¥25,000 25 2
秋季 河南 ¥20,000 20 2
秋季 江西 ¥14,000 14 1
秋季 内蒙古 ¥21,000 20 1
秋季 山西 ¥6,000 6 2
秋季 陕西 ¥7,000 7 3
秋季 四川 ¥21,000 21 2
秋季 云南 ¥6,000 6 1
秋季 新疆 ¥32,000 32 4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学生总
人次

学校
总数

小计： 9省/区 ¥152,000 151 18
2010年度 12省/区 ¥437,000 436 47

2011 春季 甘肃 ¥39,000 39 6
春季 河南 ¥19,000 19 2
春季 江西 ¥14,000 14 1
春季 内蒙 ¥21,000 20 1
春季 山西 ¥5,000 5 2
春季 陕西 ¥7,000 7 4
春季 四川 ¥87,000 86 12
春季 新疆 ¥40,000 40 5
春季 云南 ¥7,000 7 1
小计： 9省/区 ¥239,000 237 34

2011 秋季 甘肃 ¥73,000 73 5
秋季 贵州 ¥9,000 9 4
秋季 河南 ¥26,000 25 2
秋季 黑龙江 ¥22,000 22 2
秋季 内蒙古 ¥3,000 3 1
秋季 山西 ¥15,000 15 3
秋季 陕西 ¥8,000 8 4
秋季 四川 ¥19,000 19 2
秋季 新疆 ¥34,000 34 2
小计： 9省/区 ¥209,000 208 25

2011年度 9省/区 ¥448,000 445 59
2012 春季 甘肃 ¥68,000 68 5

春季 贵州 ¥9,000 9 4
春季 河南 ¥24,000 23 2
春季 黑龙江 ¥21,000 21 2
春季 内蒙古 ¥2,000 2 1
春季 山西 ¥15,000 15 3
春季 陕西 ¥7,000 7 4
春季 四川 ¥19,000 19 2
春季 新疆 ¥34,000 34 2
小计： 9省/区 ¥199,000 198 25

总计 14省/区 ¥4,235,695 4,496 365

大学组统计年度 学期 省份
学生总
人次

奖学金金额 
(人民币)

2006 秋季 宁夏 11 ¥11,000
秋季 湖南 1 ¥1,000
秋季 新疆 2 ¥2,000

小计： 3省/区 14 ¥14,000
2007 秋季 宁夏 11 ¥11,000

秋季 新疆 8 ¥8,000
秋季 甘肃 5 ¥5,000
秋季 河南 5 ¥5,000
秋季 吉林 3 ¥3,000

小计： 5省/区 32 ¥32,000
2008 秋季 贵州 8 ¥8,000

秋季 新疆 4 ¥4,000
秋季 甘肃 4 ¥4,000
秋季 河南 3 ¥3,000

小计： 4省/区 19 ¥19,000
总计： 65 ¥65,000

2009 秋季 内蒙古 7 ¥7,000
秋季 贵州 29 ¥29,000
秋季 新疆 20 ¥20,000
秋季 甘肃 23 ¥23,000
秋季 吉林 13 ¥13,000
秋季 云南 2 ¥2,000
秋季 湖南 11 ¥11,000
秋季 河南 13 ¥13,000

小计 8省/区 118 ¥118,000
2010 秋季 内蒙古 23 ¥23,000

秋季 贵州 1 ¥1,000
秋季 河南 11 ¥11,000
秋季 新疆 21 ¥20,000
秋季 甘肃 24 ¥24,000
秋季 吉林 3 ¥3,000

小计 6省/区 83 ¥82,000
2011 秋季 内蒙古 2 ¥2,000

秋季 新疆 18 ¥18,000
秋季 甘肃 1 ¥1,000
秋季 四川 9 ¥9,000
秋季 陕西 3 ¥3,000
秋季 江西 14 ¥14,000
秋季 云南 7 ¥7,000
秋季 山西 5 ¥5,000

小计 8省/区 59 ¥59,000
总计： 13省/区 325 ¥324,000

大学新生奖学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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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山里的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除了教科书以外，没见过别的书。不少孩子因而没兴趣或没能力读书而缀学，失去了改
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对于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孩子们来说，一本书就意味着打开了一扇充满美丽风景的窗，它能带给他们精彩的世
界，丰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种真诚的关怀，鼓励着他们充满生机地茁壮成长。

OCEF图书项目始于2003年。从项目建立以来，通过基金会在中国农村的义工网络，我们联系并帮助极需图书的学校及时申请
资助，并保证捐赠的图书得到充分利用。而在中国大城市的义工们，则负责募集各类二手书刊杂志。

OCEF通过联系中国个出版社和批发商购买适龄书籍，并在各大城市募集二手书刊，为边远地区的学校建立图书室。与此同
时，OCEF监察员每两年探访一次图书资助点，评估图书项目效果。截止2012年春，OCEF图书项目在中国22个省市建立起516间
乡村图书室。

2005年4月23日, 中国图书馆学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嘉言堂举行纪念大会，授予海外OCEF中国教育基金会“阅读推广贡献奖“
以表彰OCEF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的贡献。

在长期的实践中，OCEF意识到，光有好书是不够的。一位能启发和引导孩子们读书，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拓宽眼界的老师，
才能真正让图书室活起来。因此，OCEF 在建立图书室的同时，选择适合的学校做教师资助及教师培训，以教师推动OCEF阅读项目
在受助学校中开展。OCEF聘请专业培训师，提供资金及适龄读物给受助学校，以期改善部分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 

2010年开始，OCEF图书组分别与上海微笑图书室、心平基金会、立人乡村图书馆等公益助学NGO合作，开办多个联合项目。
包括“OCEF-微笑样板图书室”、OCEF-立人乡村女童项目、OCEF-心平社区图书室等。实行以阅读推广为主线，配合教师培训，专
家讲座，志愿者下乡，阅读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帮助学校打造阅读环境，让老师和学生们爱上阅读。无论这些孩子日后是否能继续
高等教育，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孜孜以求、自尊自爱、有创造性的思维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们深信，只有开阔眼界、广纳百川，才能培育出精神自由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公民。

“一对一”助学
一对一认捐项目允许捐款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受资助学生, 并与学生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基金会希望所有一对一认捐项目的

捐款人选定学生后能够一直资助学生到小学或初中毕业。(注意：是希望，不是必须）

一对一认捐项目与常规资助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
1. 一对一认捐项目允许捐款人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受资助学生；常规资助项目下捐款人不知道自己的捐款具体资助了哪些学
生。
2. 一对一认捐项目中捐款人可以了解被认捐学生的详细情况，包括由学生申请表格、学生（或学生家长）亲笔填写的收据等
等；常规资助项目下捐款人一般只从基金会网站上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

OCEF鼓励捐款人跟学生联系，并且希望捐款人在联系的过程中给学生更多的帮助和 引导。如果捐款人有机会去访问学生，更
是帮助基金会了解当地情况的好机会。为了防止具体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任何捐款人访问学生必须经过基金会的安排。基金
会将尽可能在各方面给予捐款人帮助。

OCEF原则上对所有批准的学生资助到小学或中学毕业。所以基金会希望参加一对一认捐项目的捐款人能够资助选定学生到小
学或初中毕业。一般来说，一对一的学生将会在次年的申请中得以保留，除非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不再需要资
助，或有其他充分理由。受助生所在学校会将此种情况上报基金会，并酌情替换另一名学生。

如果OCEF资助的小学生升入初中 , 并且此初中是OCEF资助学校 , OCEF将重新审批该学生的资助申请 。如果该学生再次获得批
准 , 捐款人可以继续资助该生至初中毕业 。

能够让社会大众了解的学生信息, 基金会都会在基金会网站中公布。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和自尊心，基金会原则上不会把学生
个人信息 (如姓名, 照片等) 向社会公布，这些信息只提供给捐款人。

认捐金额

2012年秋季助学金将按新标准$100/人/年接收一对一捐款。 谢谢您的关注和理解！
基金会有有效的程序监督款项的发放，并负责回收收据，这样可以减少差错和漏洞。 
基金会跟学校有长期的联系，我们的捐助项目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项目，一对一认捐是基金会捐款的一个组

成部分 。 
参加一对一项目的捐款人不可以直接给学生寄钱。另外 , 通过基金会资助，您可以得到 IRS 的免税待遇。 

基金会不受理捐款人在基金会的统一标准之外给某个或某些学生额外资助，主要的理由是如果给予额外资助，
容易造成同一学校中被资助的学生中的不平等现象。

只需要两个简单的步骤：
1. 通过我们的在线捐款系统 (https://www.ocef.org/pub) 捐款
2. 通过我们的在线捐款系统 (https://www.ocef.org/pub) 指定学生

图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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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省份 学校 图书量 总图书款
2006年合计 安徽 1 1,000

甘肃 1 1,000
广西 2 2,000
贵州 3 3,000
河南 3 3,000
江西 1 553
北京 1 1,000
青海 1 1,000
山东 1 189
四川 3 733
云南 4 3,509

2007年合计 21 16,984 ¥29,229.74
2007 广西 1 393

贵州 8 3,407
河南 2 673
湖南 1 596
江西 3 1,397
青海 1 273
山东 10 3,930
四川 1 404
新疆 4 1,005
云南 6 1,870
浙江 2 598

2007年合计 39 14,546 ¥44,109.91
2008 广西 1 350

贵州 7 1,871
河北 3 776
河南 1 308
湖北 1 48
湖南 2 509
青海 1 236
山东 1 252
四川 19 2,048
云南 5 1,052

日期 省份 学校 图书量 总图书款
浙江 3 721

2008年合计 44 8,171 ¥58,832.87
2009 云南 10 3,262

贵州 1 356
2009年合计 11 3,618 ¥24,515.85

2010 河北 1 4
贵州 8 2,013
河南 1 317
湖南 2 658
吉林 1 346
江西 1 237
云南 4 413
山东 3 1,203
山西 2 908
陕西 2 686
四川 3 1,072
新疆 1 201
云南 15 3,246

2010年合计 44 11,304 ¥97,553.52
2011 北京 1 243

甘肃 4 1,505
贵州 18 5,141
河南 1 300

黑龙江 2 601
湖南 3 1,007
吉林 2 621
江西 1 361
山东 3 903
山西 3 2,214
陕西 1 306
四川 7 1,871
云南 5 1,432

2011年合计 51 16,505 ¥184,889.31
总计 19省/区 211 72,128 ¥439,131.20

年份 旧书图书馆 新书图书馆 杂志 募集旧书(本) 购买新书(本)

2004 29 11 55 16243 10672

2005 53  
60 47340 0

2006 101 20 72 95000 16984

2007 60 40
48031 15254

2008 26 31
16949 8165

2009 19 11
27183 4788

2010 18 41
21211 10885

2011 10 46
18681 15633

总计 316 200 187 290,638 82,381

图书项目资助

-- 图书资助有两种模式：
图书捐赠：直接寄新书旧书给受捐赠学校。 
图书捐款：捐钱给基金会，基金会统一购书。

第一种模式适合中国国内朋友和海外朋友。我们从申请资助的学校中选出最该受资助的，推荐给大家。等受赠
学校收到不低于最低限数量的图书后，我们再转向支持下一所学校。 

第二种模式只适合海外朋友。建一个新书图书室需要 $600-$1000，具体金额根据学校人数而定。 我们与负
责采购的NGO长期合作，争取为孩子买到性价比最高的精神食粮。

无论哪一种模式，OCEF都协助学校建立适合他们的图书管理制度，做到书尽其用。

-- 捐建者会得到的信息：
 · 学校感谢信；
 · 图书利用的资料，读书活动的反馈等；
 · 欢迎捐助者为图书室命名或者赠送鼓励的词句，但具体内容需要得到学校的认可；

-- 更多认捐图书室的信息请见：http://china.ocef.org/article-87.html
-- 关于图书项目的详细情况，请访问OCEF中国事务网站：http://china.ocef.org/。
-- 联系OCEF图书组，请电邮 library@ocef.org 。

图书项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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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项目

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小学中常见的破旧危房，时时威胁着师生的生命安全。很多地处山区的学校，因为没有校舍，幼小学童不能
翻山越岭到几公里山路外的学校上学，也不能太早离开父母，所以往往放弃上学或推迟上学。

OCEF建校项目，旨在改善或重建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小学的危房校舍，以及达不到最基本要求的校舍，给更多贫困地区学童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该项目的资金目前由捐款人特别捐助。

建校项目涉及资金较多，建设过程复杂，需要校方、当地政府和基金会密切配合，杜绝贪污、浪费以及工程拖延。OCEF对建
校项目申请方的要求如下：

 · 申请学校必须处于贫困地区
 · 申请学校有学生十人教师一人以上，且在一定方圆范围内无同类学校
 · 申请学校的校舍为危房或条件达不到最基本要求的校舍
 · 建校舍的主管部门应在提出申请的时候同时提交建校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明、建校舍的预算、需要OCEF资助的金额以及当地各

项材料的单价、该工程的工程量、设计图纸以供OCEF审查
 · 申请方指定熟悉建筑工程的人员并及时详尽地回答OCEF的所有质疑
 · 申请学校的主管部门必须及时向OCEF汇报工程的进展情况和接受OCEF指定的人员对该工程的监督
 · 当地政府出一半资金，当地群众出工出料。如果存在困难，需说明理由。 

-- 防止财务漏洞，防止低劣的工程质量
 · 认真审核当地的申请和预算。 
 · 主体工程完成，经当地义工检查并拍照, 凭照片支付一半款项。
 · 全部工程完成，经当地义工检查，凭照片、质检报告及票据支付另一半款项。 
 · 委派外地义工前往监察。 
 · 我们会有预算和详细的决算清单，我们在一个地区有了建校经验后，会熟悉当地的建材价格和人工费用。可以基本杜绝财务漏

洞。
 · 质量控制，ＯＣＥＦ依靠当地质量控制单位，依靠越来越有经验的当地义工，依靠施工队自身的合作意愿，从而得到较好的工

程质量。

-- 捐建者会得到的信息
 · 项目进展阶段报告
 · 项目终结报告项
 · 学校修建之前和之后的照片
 · 工程结束的一年内，ＯＣＥＦ出具监查回访报告

竣工后的毛家山小学
贵州织金中山小学 

图书室修建 竣工后的红光小学

特殊项目

特殊项目根据学校的需求为学校师生提供教学设
备、生活设施等定向资助。包括课桌椅捐助、照明工
程、饮水工程、体育设施、食堂设施、午餐项目等。

代家沟小学

耳子岩建校前后

日期 省份 学校 金额
1,997 江西 1 ¥20,674
2004 贵州 2 ¥47,520

四川 2 ¥48,400
广西 1 ¥26,920

2005 四川 1 ¥30,777
广西 1 ¥68,000

2006 广西 2 ¥94,000
2008 四川 5 ¥285,163
2009 贵州 1 ¥463,702
2010 云南 1 ¥200,000

山西 1 ¥56,250
贵州 1 ¥23,000
四川 2 ¥33,185

2011 贵州 6 ¥350,039
山西 2 ¥126,250
四川 2 ¥81,470
其他 1 ¥94,000

2012 湖南 1 ¥44,628
山西 1 ¥5,128

总计 6省/区 33 ¥2,099,106

特殊项目统计

建校及特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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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F教师资助项目组成立于2006年3月，该项目以帮助贫困山区的代课老师
为核心任务，一方面为收入微薄却长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的优秀代课老师提供部分
生活补助，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筹备专业培训资金，帮助教师在
专业方面继续学习，改善部分贫困教师的教学质量并提供有限的教类读物，提高贫
困地区的教学水平。

在旷远的西部，由于边远和贫困，工资低，又缺乏保障，不少地方难以补充到
合格教师，大批村级小学只好找民办代课教师维持运转。中国政府自2００5年开
始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以来，对偏远的教学点进行撤销合并，同时开始清退代课老
师。6０万代课老师曾经承担着1200万名农村孩子的教育。他们负担和公办老师一
样重的工作，但工资只是后者的1/10甚至1/20。 

2010年，中国乡村代课老师一词退出官方历史辞典。然而，在一些偏远的西
部山区，因为年幼的学童无法离开父母翻山越岭去中心学校就读，代课老师又以民
办教师的身份继续承担着山区教育的重任。他们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因为帮助了
老师也就帮助了孩子。如果农村的贫困教师因为待遇低，生活困难而不能安心教育
工作，导致教学质量没有保证，甚至引起农村教师放弃教育工作去另找出路，那我
们对学生的资助就会打了很大的折扣甚至失去效果。

OCEF从2012年开始，调整教师资助方向，由最初几年的单纯以贫困程度为资
助依据，转为对受助教师的教学质量、贫困程度的综合考量，鼓励受助教师提高教
学水准。

教师资助内容：资金资助和教师培训。

-- 资金资助：原有的不进行评估只考虑贫困程度的资助已停止。
考虑到乡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仍有部分需要经济资助的教师，
对这部分贫困教师的资助，将采取”奖教金”的形式，而不是贫
困补助。奖教金需要每年重新申请，申请材料既包括贫困程度证
明，同时要有教案、教学构想、教学成绩等证明执教优秀程度的
材料。后者是奖教金发放的决定条件。

-- 教师培训：可以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依托图书组现有的图
书培训经验和能力，进行扩展；另一方面，寻求同其他专门做教
师培训的NGO进行合作。

贵州六盘水牧场小学的受助代课老师

评审准则
 · 教师项目所在资助点的应是OCEF现有资助地区中，协调员表现突出的资助

点。当地协调员责任心强，有能力，并且联系方便。
 · 受助教师在贫困农村地区从事基层教育多年，热爱教育事业，对孩子有爱

心，工作认真负责。 
 · 受助教师的月工资低于300元。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运作程序
推荐：协调员家访贫困教师侯选人本人，其所在学校调查工作环境及情况，到
所在村/乡委会和上级教育部门了解其工作表现，经上级教育部门同意落实侯选
人名单。 
申请：侯选人填写贫困教师资助申请表，经协调员，所在村/乡委会，上级教育
部门加具意见和盖章后寄到上海。   
审核：教师资助项目小组讨论一审通过贫困教师资助名单，执行委员会二审通
过，OCEF会长终审通过。 
发款：教师资助项目小组发款给协调员。协调员通知受资助的教师领款。协调
员将领款收据原件寄回上海。每年发款两次，时间为秋季春季学期开始时。 

受助教师每学期写给基金会的一份工作汇报。汇报内容有关于教学工作，学生学
习方面的情况介绍。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教师总
人次

学校总数

2006 秋季 甘肃 9,600 8 6
秋季 云南 9,600 8 8
秋季 新疆 4,800 4 2
秋季 贵州 9,600 8 8
秋季 广西 9,600 8 8

2006年度 5省/区 ¥43,200 36 32
2007 春季 甘肃 9,600 8 6

春季 云南 9,600 8 8
春季 新疆 4,800 4 2
春季 贵州 9,600 8 8
春季 广西 9,600 8 8

小计： 5省/区 ¥43,200 36 32
2007 秋季 甘肃 21,600 18 15

秋季 云南 16,800 14 14
秋季 贵州 33,600 28 27
秋季 广西 21,600 18 18

小计： 4省/区 ¥93,600 78 74
2007年度 ¥136,800 114 106

2008 春季 广西 21,600 18 18
春季 河南 18,000 15 14
春季 甘肃 21,600 18 15
春季 贵州 33,600 28 27
春季 云南 16,800 14 14

小计： 5省/区 ¥111,600 93 88
2008 秋季 广西 21,600 18 18

秋季 河南 24,000 20 18
秋季 甘肃 21,600 18 15
秋季 贵州 39,600 33 30
秋季 云南 16,800 14 14

小计： 5省/区 ¥123,600 103 95

年度 学期 省份
资助总额 
(人民币)

教师总
人次

学校总数

2008年度 ¥235,200 196 183
2009 春季 广西 21,600 18 18

春季 河南 24,000 20 18
春季 甘肃 21,600 18 15
春季 贵州 39,600 33 29

小计： 4省/区 ¥106,800 89 80
2009 秋季 广西 21,600 18 18

秋季 河南 24,000 20 18
秋季 甘肃 21,600 18 15
秋季 贵州 31,200 26 22

小计： 4省/区 ¥98,400 82 73
2009年度 ¥205,200 171 153

2010 春季 广西 20,400 17 17
春季 河南 12,000 10 10
春季 甘肃 21,600 18 15
春季 贵州 24,000 20 18

小计： 4省/区 ¥78,000 65 60
2010 秋季 广西 20,400 17 17

秋季 河南 12,000 10 10
秋季 甘肃 19,200 16 13
秋季 贵州 20,400 17 16

小计： 4省/区 ¥72,000 60 56
2010年度 4省/区 ¥150,000 125 116

2011 春季 广西 15,600 13 13
春季 河南 12,000 10 10
春季 甘肃 18,000 15 12
春季 贵州 16,800 14 13

小计： 4省/区 ¥62,400 52 48
总计： 6省/区 ¥832,800 694 606
2011年秋季开始停止扶贫性质的教师资助项目。

教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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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资助项目

自2010年始，OCEF逐步调整资助方向。从以往的输血式资助失学儿童，转为多方位资助，综合提高乡村教
育质量。OCEF选取符合资助条件的学校作为综合资助点，根据当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资助工作，如改善学校硬
件、培训当地教师、补助学生、推广阅读项目、健康项目等一系列综合资助。希望能深入乡村教育，扎实地做好
每一个资助点，让希望之苗扎根本土，生生不息。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是OCEF综合资助项目的第一个试点。织金位于
贵州中部偏西，面积2868平方公里。织金县城东至贵阳约151公里；东
邻平坝、清镇；南邻普定、安顺；西接纳雍、六枝；北接大方、黔西。
县内居住着汉、苗、彝、回、布衣等2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含未定
民族穿青人）占48.02％。2011年全县生产总值77.37亿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3167元。织金县境内山峦叠嶂，多峰林、溶洞、暗河，耕地少，
石漠化严重。

织金县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85所（点），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制约，公办学校的学校分布欠合理，致使许多深山的孩子基础教育阶段
入学困难，这使许多有识之士在山区办起民办学校，有效解决了山区的
孩子就近入学的大问题。

由于办学者多为山里有知识的村民，或曾经做过民师的普通百姓，
其经济与教学力量均十分薄弱，仅靠教委按照240~400元/学生/学年财
政补贴，根本无力解决学校环境设施、教学条件改善、师资等大问题。
由此，山区各民办学校的条件非常差，民办教师工作压力大，收入低，
学校活动场地狭窄拥挤、桌凳破旧不堪、操场雨后泥泞不安全等等问题
大都同时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OCEF在织金开展了综合项目资助，并于2012年3
月份派专职人员张艾玲前往织金驻点，以阅读推广为主线，配合教师培
训，专家讲座，志愿者下乡，阅读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帮助学校打造阅
读环境，让老师和学生们爱上阅读，有效推进项目工作的开展。

目前OCEF在织金地区的资助情况，除了图书配送，还建有样板图书室、社区图书室、中小学生健康课、特殊
项目、奖学金/助教金项目、助学金项目、教师阅读推广培训项目等。其中特殊项目包括：援建食堂/图书楼、教
师墙壁粉刷、课桌凳、样板图书室环境建设、操场硬化、建设厕所、体育设施、民族手工艺/民族音乐兴趣课、社
区留守儿童学前教育/亲子教育、学生家庭个案救助等项目。  

图书管理员

美 术 课

吃  饭  啦

OCEF贵州织金协调员赵德琴医生（后排中
间着红衣者）与受助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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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项目名称 实施概述
蓝月亮图书室阅读园地建设 孩子们的作文、绘画、手工作品

蓝月亮之星趣智园学前教育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482-1-1.html

2012年4~5月期间，驻点人员每周三个半天组织
官寨村的近40名学前儿童，开展学前教育。

蓝月亮快乐妈妈坊亲子教育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468-1-1.html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469-1-1.html

2012年4~5月期间，驻点人员每周三个半天组织
官寨村的近40名学前儿童的家长儿童早期教育动
员会，以及亲自教育对儿童能力发展的重要性。

中山小学、西湖小
学、明华小学、官

寨乡中学
学生健康课项目

织金协调员赵德琴医生定期前往学校授课，关注学
生的青春期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

样板图书室 在驻点人员协助下，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445-1-1.html 1.    将原来的办公室兼图书室进行了区域分割布置
，分出了图书摆放区、学生阅览区、教师办公区三
个功能区域；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713-1-1.html 2.    在各年级开展班级图书角；

3.    各年级办起来班级阅读推广展示园地。

1.    蜡染课已经正常开展；

2.    苗乐由于资助款未到位，没有乐器尚未有效进
展

助教金项目 正常实施

特殊项目 1.     援建教室、图书室已经正常使用；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712-1-1.html 2.     援建厕所已经正常使用；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494-1-1.html
3.     六一儿童节活动费用、水杯资助；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2398460515
4.  课桌凳已经正常使用；

5.     驻点人员访点时，深入学生家庭个案救助项目
。艾玲继续跟进中。
6.      奖学金项目

样板图书室 1.      校园阅读推广；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 86491-1-1.html 2.      学生阅读绘画作品；

3.      定期借阅制度；

课桌凳 正常使用

助教金项目 2012年3月份开始已实施

特殊项目 1.      图书室食堂综合楼，正常投入使用

http://www.ocef.org/ 13206043 2.      操场硬化项目，计划中

奖学金项目 试行中

阅读推广培训 鄢宁校长参与2011年在蓝月亮图书室的阅读培训

样板图书 1．图书配送

http://china.ocef.org/ -86484 2．班级图书角

教师培训 高丽老师参加2012杭州亲近母语阅读推广培训

1.      样板图书室室内装饰；

2.      厕所建设；

3.      操场硬化；

4.      教师学校建设劳务补贴；

5.      教师墙壁内粉刷；

6.      课桌凳100套双人（已投入使用）

奖学金、助教金项目 计划申请实施

样板图书室 2年前已经配送图书，并开始班级图书角

阅读推广培训 肖莉丹老师参加沈阳的阅读培训

课桌凳 正在审批中

奖学金/助教金项目 原计划本学期申请实施

图书室/食堂综合建设 已审批，暂未实施建设

图书配送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716-1-1.html
课桌凳 学校计划申请

图书配送

http://china.ocef.org/bbs/viewthread.php?tid=86063

教师阅读培训项目 该校多数是年轻教师，老师期望有培训提高的主动
意愿。

图书申请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715-1-1.html

化董小学

图书已经配送到学校，建起班级图书角

八步乡瓜种小学
2012年7月中旬已经采购发到织金协调员向传仁地
址

中山小学

西湖小学

特殊项目

明华小学

普济小学

图书已经配送到学校，建起班级图书角

官寨乡蓝月亮社区
图书室

官寨乡家乐小学

蜡染及苗乐兴趣班资助项目
http://china.ocef.org/bbs/thread-86712-1-1.html

受OCEF资助的学生，大多来自偏僻落后的中
国西部农村，家庭收入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买不
起课外读物。当地学校的课外读物少，而能同时传
送山外图景，传递时代脉搏，又能与学生心灵相通
的少儿读物更少。《乡村少儿》就是为了填补这样
一个空白，于2003年由基金会义工创办的内部免
费读物，专门发放给OCEF 资助的学生。《乡村少
儿》编辑部的成员由一群知识结构横跨文理，年龄
结构老中青结合，有爱心，有毅力，热心公益事业
的义工组成。《乡村少儿》为半年刊，从最初的全
黑白印刷到如今的彩色封面，每期从开始的20多
页扩展到如今的40多页，《乡村少儿》的义工们
在不断努力，以满足OCEF助学组项目和图书组项
目所服务的学生对知识和沟通的渴求。

OCEF出版物 《乡村少儿》

《乡村少儿》是OCEF的官方读物，遵守OCEF的章程。它的宗旨是：
1. 帮助读者树立乐观向上、爱心助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探讨为人处事的方法
2. 引导读者对学习的兴趣，介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避免给读者增加学习负担和课外作
业，也不给读者增加考试、排名、升学和就业方面的压力
3. 介绍生活常识，提高生存和到家乡以外的新世界自力更生的能力
4. 扩大知识面，增加一些赏心悦目，轻松愉快的阅读经历
5. 鼓励读者写信回答问题、提出问题，培养沟通能力
6. 鼓励读者投稿，提高文字表达能力
7. 引导读者关注社会和环境，进行小范围调查，培养公民意识
8. 鼓励读者动手操作，培养动手能力，联系课本知识和实际生活
9. 不宣传政治，不宣传和偏向任何宗教和意识形态

目前，《乡村少儿》有七个栏目，分别是:
 · 你说我说---通过双向交流的方式，和读者们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和互动。
 · 外面的世界-介绍国内外风土人情、文化、经济、历史、地理、重大事件和人物背景知识等。让读

者开阔眼界，从不同的角度理解生活中的共性和差异，学习从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待世界，分析问题。
 · 自然、科学、农业--介绍自然、科学、农业方面的科普和应用知识，趣闻趣事。使读者增长知识，

启发对自然、科学和农业的兴趣。
 · 方法与诀窍--学习方法和技巧的探讨，学习心理的调适。
 · 生活点滴--贴近农村少儿生活的励志文章，生活常识，包括农村和城市的衣食住行、礼仪、卫生、

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知识、窍门或规范。
 · 艺海拾贝--符合农村少儿阅读兴趣和理解力的少儿文学，艺术欣赏，优秀的文化，精彩格言。
 · 益智休闲--童趣笑话、智力游戏等。

为了鼓励学生阅读《乡村少儿》并来稿和来信，我们每期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和有奖征稿》栏目，针对
所刊登的文章，提出一些思考性的问题，并鼓励学生回答。凡独立完成问答或来稿的同学都会得到《乡村少
儿》义工们精心设计的明信片和书签。其中优秀的回答或稿件的作者还会得到书本和文具等奖品，这些回答
或稿件还可能刊登在《乡村少儿》上。

为了提高《乡村少儿》的质量，2009年，我们还对部分读者进行了阅读习惯和兴趣调查。详情请见2009年《乡村少
儿》年报。

您可以：
1. 在捐款时指定用于《乡村少儿》项目的运作。
2. 加入义工团队，参与《乡村少儿》的编辑和管理。
3. 向《乡村少儿》投稿，包括自己的原创和推荐您认为符合《乡村少儿》读者的需要、文字生动的优秀文章
《乡村少儿》的邮箱是： vk@o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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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5     1999.6.12         2000.1.16       2000.7.15      2001.4.20 

2002.6.23      2003.9.18        2003. 9.5       2004.7.5       2005.5.12    

2006.1.17       2007.3.4         2008.6.20       2009.8.30       2009.11.12    

2010.8.17       2010.11.9         2011.2.25       2011.7.9       2011.12.3         2012.5.7         2012.7.2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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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4.15       1997.9.26        1998. 4.3       1998.7.5       199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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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我们一直在努力

1992 
11月3日     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 SOS China Education 
Fund（即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之前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注册成立。

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施文元博士担任基金会第一届
会长 (兼主席)。副会长：鲍敏琪，吴雅楠，秘书长：栾树
生，财务：康捷

1993
4月    29日, 基金会收到第一份贫困学童的资助申请。

9月    为中国贫困山村失学儿童举行的第一次募捐活动
在加拿大温尼泊市华人基督徒教会举行，共募到1370
加元。 

10月  20日, 基金会换届选举，选出新的领导执行机
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吴雅楠先生任基金会第二届
会长 (兼主席)。

11月  2日, 基金会收到来自湖北、福建、安徽、浙江
四个省，十三个县 123 份学童的资助申请。

           10日 , 所有提交申请的 123 名学童资料通过基金
会审核，首批 23 个学童的资助款汇向中国。

1994
1月      1993年11月批出的100 名学童的资助
款汇向中国。

年底      基金会在国内建立起有 20 多名地方协
调员的义工网络。地方协调员制度的确立，为
远在美国基金会快速地提供受助学校与学生的
资料，及时掌握第一线状况。

1996
年底     休斯顿的王旭博士接替扬凡先生出任新
会长。

12月      基金会“一元钱捐助”活动在北美各大学的中国 
(大陆) 学生学者联谊会中间倡议发起。这项倡议得到 19 
所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联谊会的响应，包括美国的得克萨斯 
Ａ＆Ｍ 大学、耶鲁大学、密苏里大学（肯萨斯）、加州大
学（爱尔文）、休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圣休斯顿州立大学、衣阿华州
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
大学以及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等。十九
所大学的中国同学们在圣诞节、新年和中国农历新年向基
金会捐助逾一千美元和四百加元的善款。

1995
共有134名来自安徽、四川、浙江、湖北的贫困
学童通过基金会审核，获得资助。

5月      基金会机构改选, 休斯顿市莱斯大学博士
生杨凡先生担任基金会第三届会长。

10月   26日, 会长杨凡提交年度事务及财务报
告。

1992年11月3日～1994年12月31日，基金会
共收到捐款USD6,396和RMB1,034.13, 支出
RMB31,385 

2002 2003 200720062005200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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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     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休斯顿分会正式成
立。休斯顿分会在休斯顿华夏中文学校举行隆重的成
立大会，共有侨界近百位贵宾与赞助人士与会。分会
会长梁敢向与会者介绍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宗旨、特
点以及工作重点。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吴祖荣总领事
致辞祝贺。越棉寮华裔联谊会会长许振城先生、分会
常务顾问许华章先生、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长王晋博
士、基金会总会前会长王旭博士分别在会上致辞。

许华章先生和王绮女士各捐出1000美元作为休斯顿
分会第一笔捐款。画家王绮女士、杨先让教授、张平
良女士被授予“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杰出捐者奖”，
基金会前会长王旭获得“优秀工作人员奖”。休斯顿
分会理事会还在会后聘请许振城先生为荣誉顾问，知
名律师徐建勋为法律顾问。

10月   美国休斯顿地区筹备建立基金会分会，于山
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执教的梁敢副教授负责筹备工作。
参加筹备的人员有李柏棋、周本初、王旭、陈世仪、
吴东山、姚文忠、沈广强、徐松焕、杨思梁、王胜、
舒济仁、卢林、周琪、熊伟军、李春等人。 

11月    22日,休斯顿分会筹委会在休斯顿的国际画廊
举行第四次筹备会议，讨论并通过休斯顿分会章程，
并按章程选举产生分会第一届理事会。梁敢当选为会
长，周琪为财务理事，吴东山为监察员。选举出的理
事共19人，除了上述三人外，还有常务副会长李柏
棋，副会长沈广强和杨思梁，秘书长陈世仪，出纳员
熊伟军，文宣理事周本初和姚文忠，募捐理事徐松焕
和舒济仁，会员理事邵琳，网络理事章明和王旭，总
务理事王胜，公共关系理事宋丽珍和卢林，中国事务
理事李春。理事会还在会上决定聘请侨界知名热心人
士王绮女士和许华章先生为分会的常务顾问。

12月    基金会筹款活动在休斯顿联合校友会晚会场
内举行，参与义工包括周琪、李春、熊伟军、梁敢、
王胜、宋丽珍、杨思梁、陈世仪等基金会成员。

1998

1997

4月    基金会顾问会成立，王绮女士任顾问会会
长，杨先让教授任名誉会长，周本初先生任执行
秘书长。共有社会各界人士 15 人担任顾问。顾问
们向基金会捐款逾3000美元。

秋天   杨先让教授和夫人张平良教授为基金会举
行义卖画活动,共筹集 7000 多美元。
年初   1996年年度剩余资助金发放完毕。
这一年里，7 省 127 名贫困学童获得基金会资
助，江西老区一所年久失修的小学获得3100 美元
资助款重建校舍。

2月    上旬，基金会休斯顿分会在国际画廊举行
迎新会，欢迎新近加入基金会的会员。基金会义
工分别在知青联谊会春节联欢晚会及Sharpstown
的美南春节游艺会上向公众介绍基金会，参与人
员包括宋丽珍、周淇、熊伟军、刘宝顺、邵琳、
李春、王佩、姚文忠、舒济仁、杨思梁、梁敢。

2月下旬  春季学生申请及审
批工作完成，批出120名学
生资助金，共计4,500美元。

1999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1999

2000 2001

9月   “奋进奖学金”由休斯顿分会设立，受益人
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在校残疾大学生，旨在鼓励他们
身残志坚，奋斗进取，刻苦求学。

休斯顿分会随即制定了申请、审核、发放、检查等
工作规则。这批奖学金全部来自本会常务顾问王绮
女士和基金会 7 月份共同组织的义卖字画活动。

10月     月初，第一期奋进奖学金颁发给 20 名长
春大学的贫困残疾大学生，每个学生各获得奋进奖
学金 1000 元人民币。第一期奋进奖学金共计人民
币 20,000 元，王绮女士代表基金会亲抵长春大学
发放。

                3日, 基金会台湾921大地震募捐活动在
中国城举行。基金会会员分别在唐人街惠康超市和
金殿餐馆为台湾921地震筹集赈灾款。所筹得善款 
1,005.15 元全部经由联合募款委员会交给德州慈济
支会汇往台湾赈灾。

3月       休斯顿越棉寮华裔联谊会向基金会捐献 4,000 
美元，用以资助 100 名贫困的失学或面临失学儿童继
续学业。

            20日，基金会分会与国际画廊、中国人活动
中心在中国人活动中心靳宝善图书馆共同举办题为“走
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的演讲讨论会，由曾担任过
北京市教育局长，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的中国大陆教育
家陆钦仪教授主讲。陆教授对中国大陆的过去和目前的
高等、中等、以及初等教育进行回顾，并展望将来的教
育。陆教授演讲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引发与会者的共
鸣和热烈的讨论。

1999

7月     24日～ 31日, 休斯顿分会在国际画
廊举行大型书画义卖募款活动。分会常务顾
问、名画家王绮女士负责此次义卖筹款策
划。王绮女士、萧纪书先生、王鑫生先生捐
出多幅私人作品及收藏品，为此次义卖筹得 
4,066 美元。

5月     8日,“殷承宗钢琴独奏会”在
休斯顿大学摩尔斯歌剧厅举行。这场超
高水平的钢琴音乐会在全体基金会分会
会员的齐心努力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音乐会共获得46
个机构及22位贵宾的赞助，纯收入计 
14449.60 美元。

2002 2003 200720062005200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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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休斯顿地区举办2000 千禧年之夜联欢活动，基金
会休斯顿分会与其它六十余社团合办此次活动。

2月      2000年年度学生申请审批工作完成, 248 名面临
失学的学生获得资助，发放资助金逾8000 美元。其中，
贵州省织金 19 名，内蒙古凉城 8 名，内蒙古兴和 9 名，
四川省简阳 26 名，四川省宜宾 25 名，云南省金平 31 
名，云南省麻栗坡 30 名，安徽省舒城 24 名，桐城 17 
名，湖北省大悟 14 名学生，吉林省四平 25 名，江西省
吉安 20 名。

8月      在基金会资助下，湖南省炎陵县鹿原镇霞塘村开
工修建一条由村子通往镇中心小学的道路。此项目为特殊
项目，专款由一位匿名捐款人捐出。

9月      基金会副会长李柏棋先生前往基金会资助点吉林
梨树县梨树乡中学及长春大学，探访受助学子。

10月    张涤身先生在其新书发布会上向基金会捐款，基
金会代表梁敢、李柏棋、熊伟军、陈世仪、周琪、姚文忠
参与此次捐赠活动。

2000

2000年，共48 名面临失学的学生获
得资助;发放资助金逾8000 美元。 

3月     17日，休斯顿分会会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
新一届分会理事会。经休斯顿分会提议，基金会总会
理事会批准，决定基金会分会和总会合并，基金会第
七届理事会由总会全部理事和休斯顿分会的新选出的
全部理事共同组成，共有理事28 名，梁敢任会长。

会上，基金会授予王绮女士、许华章先生、许振城先
生、谢家树先生、张涤身先生、吴东山先生、许洁
秋女士“优秀捐赠者奖”，授予刘宝顺先生“杰出工
作者奖”。基金会感谢他们为基金会所作出的杰出贡
献。
              
              
               27日，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 (SOS China Edu-
cation Fund)正式更名为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Over-
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下称“OCEF”)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注册，总部设在休斯顿，制定新
的章程和细则。

              
                月底， 2001 年春季资助金发放工作顺利完
成。共资助8省13地246名贫困中、小学生，包括延
期资助的 25 名贵州省学童。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2001

2001

6月       24日     基金会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会由许
振城先生任董事长，董事 17 名，及顾问 7 名组成。在当
晚举行的成立庆祝晚宴上，共有约四十位热心人士和社团
作出慷慨爱心捐款承诺。包括捐款承诺在内，统计共募得
净善款 4 万多美元。

9月       秋季     学生的申请资助的审核工作完成。其中，
第二期奋进奖学金颁发给吉林省长春大学 20 名学习优异
的贫困残疾大学，每人 1000 元人民币。

4月     15日    休斯顿越棉寮华裔联谊会继1999，2000
年连续每年向基金会捐出 4000 美元后，又于今年捐献 
5000 美元用来资助 125 名左右贫困的失学或面临失学儿
童上学。

             21日～30日    OCEF秘书长周本初博士个人书法作
品义卖在国际画廊举行，为OCEF募集到 3,200 美元。

2001 年新增会员 72 名，会员数比前一年增加 76％。

10月     OCEF与设在加州的助学组织 READ 基金会展开合
作项目，资助江西吉安、四川简阳、安徽舒城、浙江金华
和山西榆社的 5 个点共 126 名学生。 READ 基金会提供
资助金，OCEF负责学生申请和资助金发放，学生的申请表
审核由基金会和 READ 基金会共同进行。

              中旬     15 个省 156 所学校的 636 名贫困学童获
得OCEF助学金。

        月底     第一批“芝兰辛勤教师奖”授予 12 位农村
教师，每人获奖 800 元人民币。芝兰辛勤教师奖以捐款
人许华章先生母亲的名字命名，旨在奖励在乡村地区为
中国教育任劳任怨、作出突出贡献的贫困中小学教师。

2000 2001 2002 2003 201120082007200620052004 20122009

会员费, 

$5,100.00, 

7.47%
银行利息, 

$832.58, 

1.22%

晚宴售票, 

$11,995.00, 

17.57%

2001年收入

捐款, 

$50,335.42, 

73.74%

筹款费用, 

$1,201.01, 

3.87%

运作费用, 

$2,936.18, 

9.46%

定向支出, 

$2,928.00, 

9.43%

2001年支出

助学金, 

$23,987.71, 

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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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 OCEF董事会、理事会在休斯顿华夏中文学校
召开第一次迎春联欢会暨联席会议。基金会会长兼执行委
员会执行长梁敢先生向董事会汇报过去一年的基金会的工
作进展。联席会议由秘书长周本初主持。副会长陈锦泉、
李柏期、熊伟军、孙静、和财务长李春向联席会议汇报基
金会各个小组的工作。

3月 13 个省的 544 名学童春季助学金发放完毕。

4月 美国联邦政府批准更名后的OCEF海外中国教育基金
会为享受免税待遇的 501(c)(3) 慈善机构。

4月24日 网上募捐助学组织“虹桥计划”正式并入
OCEF。虹桥计划是一间通过网络联系海内外热心人士, 以
资助国内失学儿童为目的的非营利的慈善组织。2000 年4
月开始筹备机构合并，与OCEF合并前虹桥计划筹备委员会
共有 15 名成员，国外 7 名国内 8 名。筹委会主任为在日
本的桑国安先生。自筹备开展工作以来，虹桥计划已经通
过各种方式为河南、陕西和山西的八十多位贫困学童提供
了有效的经济资助。合并后，虹桥计划改称“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会虹桥计划”，作为OCEF在网络募捐方面的下设专
项，各项工作接受OCEF的统一领导。
 

8月10日 OCEF少年组 (Youth Club) 正式成立。OCEF会
长梁敢、董事长许振城先生、董事洪家鹤女士、中国驻休
斯顿总领事馆胡业顺总领事、大休斯顿地区中国联合校友
会会长谢忠先生在大会上致词。7 月 30 日止已有 31 名
少年 ( 5 岁至 17 岁) 报名参加OCEF少年组。
 

8月 基金会的理事们以书信及电话方式向自己的朋友及
熟人募捐。华侨各界热心人士反映十分热烈。仅短短两
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到 116 人次，共 12630 美元的捐
款。

8月 1700 位学生递交助学金申请，其中1025 名学童通
过审批。

2月8日 2002年度第一期OCEF简讯发布。
简讯总结了2001 年的工作，汇报2001年资
助学童情况及基金会的财务情况。

2002

9月 1025 名学童的资助款寄往各个学校，发给贫困学童。 
  

12月8日 OCEF成立十周年暨年度杰出捐
款人表彰大会于休斯顿华夏中文学校礼堂举
行。OCEF会员，休斯顿二十多个华人社团负
责人，特邀贵宾，及休斯顿华人各界人士共
三百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有基金会历
史图片展览，贵宾致词，以及向 2002 年度
杰出的捐款人和赞助者颁奖等活动。在会上
共收到捐款 7000 余美元。 经统计，基金会
2002年募集捐款/赞助款总数为$53,72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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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OCEF新域名 http://www.ocef.org 正式启用！旧
域名http://www.soscef.org终止。

2月1日 北美“虹桥论坛”并入OCEF，在基金会网站
http://www.ocef.org正式上线。OCEF虹桥论坛为志同
道合者提供一个讨论助学问题、交流思想、互相鼓励的
场所，有效地把OCEF和国内外其它助学组织联系了起
来，为OCEF在互联网上开启一个互动的窗口。

3月1日 四位台湾作家刘纬女士、简宛女士、姚嘉女士
为和卓以定女士共同在休斯顿举行新书义卖，将义卖的
所有收入捐给OCEF用以资助中国贫困失学儿童。

03年初  OCEF监察组成立。设在中国事务委员会下
的监察组，制定了监察员申请、监察程序等一整套监
察规范。为确保资助金能100%用于受助学生的学习开
支，OCEF监察义工对受助学校与学生进行独立探访，
实地了解和调查资助金的发放和使用情况。

3月中旬 2003年度春季资助金发放结束, 共资助
17省(自治区) 83所学校的982名学生。资助款共计
RMB171,595(USD20,768.18)。  

4月 OCEF全体会员经过六个星期的民主推荐和投票选
举，顺利产生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第八届理事会。第八
届理事会全体理事一致推举梁敢教授留任基金会会长，
并推选周本初博士为秘书长，邓援建教授为财务长。

5月 美国加州San Mateo郡义工中心组织了一个由
ORACLE等公司赞助的年度长跑募捐活动，为包括OCEF
在内的数十个慈善组织筹款。OCEF在此次活动中共收
到善款$32,624.10 (包括ORACLE公司所赞助的匹配捐
款)。

2003年  图书组第一次购书为山西 、四川、江西、宁夏、
河南和广西6省8间小学建立八个学校图书室。

6月中旬  OCEF图书项目正式启动。OCEF图书组以中
国城市募书为主购书为辅，为乡村中小学建立低成本高
效益的学校图书室。图书组成立后，中国义工逐步建立
起规范的工作系统和一支强有力的义工队伍。图书组制
订了学校申请 >审批 >捐助>反馈>监察的工作流程, 书
籍筛选程序, 以及与第三方合作募书的合作准则。

5月 辅导员项目组正式成立，一整套的辅导员申请和
训练的规章制度也随之确立。辅导员项目组先后吸收了
6名会员成为辅导员，负责指导20名受资助学生，为贫
困学童提供物质帮助时，也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爱与鼓
励。  6月8日，鉴于董事会已不能有效地履行董事会的功
能，OCEF理事会通过决议不再设立董事会；制订聘请顾
问和荣誉顾问的标准和步骤，重新聘请基金会顾问。

6月下旬 网站组设计完成“在线学生选择系统”。

7月 网上购物募款（Amazon Shopping）在OCEF官方网
站及虹桥论坛推出。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3

下半年“一对一”助学项目正式推出。论坛组通过宣
传“一对一”认捐，发展更多的捐款人和会员。

年底  建校与特殊项目正式推出。OCEF根据捐款人的
一次性捐款，选择符合资助要求的学校进行校舍修建、
教学设施更新、文体设施资助等硬件资助。OCEF与捐款
人、受助人签订三方协议，OCEF义工负责从采购到运输
安排的一系列过程，并监督学校依照捐款人意向使用受
赠硬件。

2003年基金会收到捐款总数为$102,131.22 ，首次超过
十万美元。OCEF在2003年度共资助2191名贫困学生，
资助总额为$46,990.17。

9月底 2003年度秋季资助金发放结束，共资助18省
1201名学生，资助总额为￥388,355.00。

10月 2003年度监察工作结束。从5月到10月, OCEF监
察员到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浙江、江苏、吉林、
甘肃等省的14所学校的受助学生家庭里进行探访、调
查、核实，并对当地协调员和学校的配合工作进行评估。

9月中《乡村少儿》创刊号推出。鉴于偏僻落后的
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学童和学校普遍缺乏课外读物，
而能够沟通山外世界与学生心灵的少儿读物更少之又
少。为填补这一空白，OCEF创办《乡村少儿》作为内
部读物，免费发放给OCEF资助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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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OCEF北加分会(OCEF North California 
Chapter )宣告正式成立。北加分会成立后，首创图
片展宣传募捐模式，在湾区举办了大小十余次宣传
和募捐活动。

7月4日 2004年年度监察工作结束，未发现学校挪用
助学金情况。OCEF监察员周忠民老师完成了历时三个多
月的实地探访。周老师在宁夏、山西、陕西、河南、湖
南、江西、广西、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共走访20多个
OCEF资助点、超过40间学校和500多个贫困学生家庭，
最后从黑龙江回到北京。在这期间，他跋山涉水，历尽
艰辛，拍摄了近2000张来自一线的照片，完成了十五万
字的监察资料，为OCEF在中国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和项目反馈，也核实了OCEF资助款基本全部发放到受助
学童手中。  

7月 OCEF执行委员会决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改变原来
每年都重新审批所有受资助学生的做法，凡是当年通过申
请的学生，经监察组探访核实其家境无显著改善，OCEF将
持续资助该生到初中毕业为止，无需每年重新申请。这是
考虑到捐款人都有帮助指定学生完成学业的愿望，OCEF相
信这样做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贫困家庭对学生完成学业
的信心。在捐款人积极支持下，2003-2004年度已有超过
500名学生获得“一对一” 捐款人的定向资助。

3月 会员与捐款人服务组(Donor & Member Service 
Team, 简称DMS)正式成立，为加州及附近地区的会员
和捐款者提供良好的捐款后服务。

4月 OCEF中国事务网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5月 人力资源组正式成立，为新旧义工提供入会与培
训服务。

5月 OCEF开始接受汽车捐赠，捐车者可免税。

5月  中国人民长期的老朋友韩丁(Willianm H. Hinton)
于2004年5月15日在美国麻省去世，终年85岁。韩丁
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发展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也是著名的中国的国际友人。在他去世后，他
的家人决定捐款给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设立韩丁中国
农村教育基金，用来资助农村的贫困学童上学以及中国
农村教育的其它项目，完成韩丁先生的遗愿。

4月3日～17日“唐继英书法
义卖展”在美国德州第一银行总
行举办。义卖所得$3000美元，
除去框架费用外，全部用于资助
贫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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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  OCEF理事会通过决议，自2004年下半年起，助学
工作重心将向西部倾斜，向整体性贫困的地区倾斜，逐步
退出东部一些省市的资助点。

7月17日 OCEF北加分会成功在加州湾区Fremont公立图
书馆举办名为《艰辛求学路》的OCEF第一次图片展。这次
图片展精选了近三百张由监察义工发回的一线图片，真实
生动地反映了OCEF资助的贫困学童求学状况，同时比较全
面地向公众介绍了OCEF各项助学项目。这些图片被北美各
地的OCEF同仁借鉴使用，为较大规模的异地分工合作做了
一次成功的有意义的尝试。

秋天  高中奖学金项目正式推出，旨在资助家境清贫的优
秀高中生。资助标准以学生贫困程度和学生成绩为衡量基
础。

10月1日  OCEF2004年度秋季募捐拉开帷幕。此次为期
3个月的秋季募捐以四万美元为筹款目标，为2005年年度
的1700名学童筹集学杂费。

12月4日晚  纽约／新泽西义工组在纽约曼哈顿亚洲文化
中心举行“救助中国需要帮助的孩子”图片展和义卖会，
向与会者展示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儿童求学难状况。 

12月19日 中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侨联)主席林兆枢在北京
会见OCEF会长梁敢教授。

2004年  各地募书小组陆续成立，包括北京，上海，厦
门，济南，广州等地。同时，图书组宣传资料、工作规范
陆续确立。

12月31日 基金会当年度共收到捐款$148,658.08。

9月  基金会监察义工周忠民老师深入甘肃
省榆中、镇原等边远地区调查探访，并写
下了《西行漫记》系列报道，为基金会审
核监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的同时，也
为公众带来大量真实生动的一线信息。

2004

9月  OCEF芝加哥小组成立。

10月17日 芝加哥小组在希林西北中文学校举办“艰辛
求学路” 图片展。

9月  海外中國教育基金會成功在加州注冊。

8月18日 2004～2005年度学生资助申请审批工作完
成。共收到申请1808份近8000页申请表格，批准了1522
名资助学生。受助学生分布于中国17个省、37个县、83
所学校。其中，小学生793人，初中生729名；女生786
名，男生736名。与2003～2004助学年度相比，资助学
生增加了约300名，资助点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边远地
区。助学金金额为：小学生为人民币155元/人/学期；初
中生为人民币200元/人/学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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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OCEF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阅读推广贡献
奖”。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图书与版权日”10周
年之际，中国图书馆学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嘉言堂举行
纪念大会，倡导全民阅读，授予包括OCEF在内的10家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机构、团体和个
人“阅读推广贡献奖”，以唤起更多的社会力量为中国
图书馆事业发展做贡献。

6月 2005年年度监察工作全部结束。在监察组组
长蔡鹤松的组织下，OCEF12名监察员跋山涉水实
地走访了500多个受助学生家庭并核实了家庭贫困
状况和资助款发放的情况。

6月25日《坎坷求学路，千山万水情》摄影图片展在加
州湾区苗比达市图书馆举行。OCEF与北加州分会联合加州
华人摄影协会（CCCClub）及“视平线”摄影网站共同主
办。其中《坎坷求学》部分收集了数百张OCEF义工走访中
国贫困地区所获得的第一手图片资料，涵括许多OCEF已资
助或可能资助的学生及学校。图片展让观者深深体会到，
哪怕是一丝在我们看来小小的帮助，都能给这些孩子们和
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希望。

6月17日-24日  北加分会就“坎坷求学路”图片展举
行新闻发布会。多家中文平面媒体包括明报、侨报、星岛
日报和星岛电台出席并在周末版新闻报导了此次图片展活
动。北美华文报《世界日报》以整版专题报道《当代武训,
奉献助学》，详细介绍OCEF的助学工作及《坎坷求学路》
图片展。北加分会会长缪玉亭接受三藩市湾区中文电视 
26台新闻采访，向公众介绍OCEF工作和图片展。

4月  OCEF应中国“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调整从2005
年秋季到2008年春季学期的资助政策，包括：1）继续九
年义务教育资助项目，但不再区分国家贫困县或非国家贫
困县，对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生，每人资助额降
为小学生人民币200元/人/学期，初中生人民币300元/人/
学期。2）设置高中生项目为常规资助项目，适用于一般
高中、职业高中和中专学校学生，家庭贫困度及学业成绩
分别占评审权重的70%和30%。3）OCEF其它项目维持不
变，仍以九年义务教育项目为主导，包括图书、建校、软
硬件特殊项目等。4) 教师资助项目作为专款专用的发展项
目。

4月  OCEF汽车捐赠项目终止。

2005

10月  Tony Tang之亲友为纪念他而在 OCEF 设立
Tony Tang Memorial Fund。该基金以长期基金的方式
运作，共收到指定为该基金的捐款15,670 美元。同时，
每年支出500-1000美元由OCEF统一安排用于资助项
目。

11 月 5 日 芝加哥小组与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 
学生学者协会特别慈善捐资电影晚会。

2005 年  基金会资助初中和小学生达到3670人次, 高
中生192人次；图书项目共向农村学校发送新旧图书杂
志共47340册；建成校舍2所，修缮1所，在建1所。

2005年  基金会共募得捐款$241,774.63，首次超过
20万美元，比2004年($148,658.08)增长了63% 。

12 月14日  纽约 /新泽西小组在亚洲文化中心举办资
助中国贫困儿童募捐晚会。

夏天  上海图书小组收到了大量的社会捐赠书籍，并
成立了23个捐书点。至2005年底，其中的10个成为
常年捐书点。全年共募集书籍41612册，发送有效书
籍27225册。

9月12日  OCEF在线捐款系统 eSystem（http://www.
ocef.org/pub/） 正式启用。由义工骆海辉主持开发完成的
在线捐款系统，是捐款人服务方面的一项重大改进。这个
具有商业级水准的系统对捐款人开放的部分中有以下一些
重要的功能：1）个人信息管理 ；2）登记捐款； 3）查看
捐款收到的状态 ；4）查看捐款记录；5）选择一对一学生
并查看扫描的学生文档 ；6）选择义工意向等。

10月16日 奥斯丁义工在奥斯丁长城中文学校举办图片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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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06年年度春季助学金及高中生项目奖学金发放完
毕。从此次申请审核起，学生申请材料进一步实行电子
化，从而使审核工作可以以全部无纸化的方式进行而不必
邮寄原始学生申请材料。电子化进程后来进一步扩展至学

校反馈以及学生来信。

上半年 河南洛阳市嵩县马路魁村马路魁小学的校舍修缮
竣工， 广西凌云县四城镇览沙瑶族小学和逻楼镇祥福村坡
楼小学竣工，OCEF与丽雯基金共同援建的广西凌云县林合
丽雯小学竣工。

6月~7月 OCEF中国事务委员会组织50 名义工对 60 名
一线协调员和校方代表进行访谈调查。通过此次调查全面
了解受助学校两免一补落实情况，并向理事会提交详尽的
分析报告，为OCEF项目运作和调整提供了依据。

2月 洛杉矶(Los Angeles)义工小组和洛杉矶加大分校
(UCLA)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合办了一场文艺晚会，并在
现场展出基金会助学图片。UCLA 校报专题报道了该次活

动和介绍基金会。

3月 OCEF战略发展委员会（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
tee, SPC)成立。 由四位中国义工和七位美国义工组成，其
中四位委员是理事会成员。委员会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在
以下方面展开研究工作：1)基金会在NGO中所处地位以及
和政府间的关系；2)中国助学项目的发展；3)内部管理和
人力资源；4)募捐策略、会员结构及服务和财务管理。

3月5日 OCEF上海图书小组参与上海长宁区团委开展
的“青春飞扬 •爱心奉献”志愿者服务日活动以扩大OCEF
的影响。

3月24日 北京图书小组收到北京图书馆捐赠的15000册
图书，这批图书被分别发送到新疆和静县和山东荷泽县。

5月27~28日 加拿大多伦多 (Toronto)义工小组在Angus 
Glen公立图书馆举办OCEF在加拿大的首次图片展。

3月17日 教师资助组正式成立，OCEF理事会通过提案
开始规划和执行教师资助项目(Teacher Aid Program)。基
于：1）中国教育政策改变导致OCEF资助方向调整；2)农
村贫困教师待遇低，生活困难而不能安心教育工作；3)社
会上当时存在的教师资助类型覆盖面小，贫困乡村教师很
难受惠。教师资助项目计划从小规模开始，作为试验项目
运作一到两年。暂定人民币300元/月/人作为教师资助的
标准，重点放在“一师校”（由一名教师支撑的学校）的
老师。计划在2006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发放资助金给第一
批贫困教师。

2月 波士顿（Boston ）义工小组
和波士顿大学( Boston University)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 ）成功
合作举办慈善义演活动“Rock for 
the Kids”，无限乐队、Monon in 
Charge和Mind Fire三支美东乐队 
为义演带来精彩演出。

2006

11~12月 费城义工Eric Zhu于2006年11月11日到12月
28前往新疆、甘肃、四川、广西等教师资助项目点监察，
深入了解基金会教师资助项目运作。

2006年起  基金会增设“长期发展基金”以保证基金会
的长期稳定发展。截至当年底，共收到约1万美元的长期
发展运作经费。

12月 亚利桑那州留美华人高科技协会  (Arizona Chinese 
American High-tech Association) 为OCEF的建校慈善项目
组织捐款活动,共筹募到13, 000多美元，用以在四川马边
地区修建2所学校。

11月 2006年年度监察工作结束，监察义工对各资助点进
行实地走访、核实学生情况、考察学校是否按照规定进行
贫困学生的遴选和资助金的发放。此次监察从2006年3月
份开始，来自国内外共计33名监察员义工参与走访，共走
访了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山西、河南、山
东、安徽、四川、湖南、贵州、江西、云南等十三个省份
在内的42 个资助点、108 所学校。其中，助学金项目资
助学校 86 所，图书项目资助学校 21 所，助学金和图书项
目共同资助学校 1 所。8月 大学新生奖学金计划推出。OCEF对基金会资助的高

中生中考入大专院校者，在入学时提供一次性“大学新生
奖学金”人民币 1,000 元。

9月25日 “一对一”学生选择重新开放，OCEF的捐款帐
户成为OCEF向捐款人提供学生信息的主要平台。

9月 春季学生收据全部实现电子化，方便捐款人进行网上
查询。

10月13日 纽约/新泽西义工小组与纽约大学中国文化俱
乐部在Kimmel Center共同举办了“Fall in Love” 中秋晚
会，成功为OCEF募得捐款4000多美元。

10月21日 北加分会在美国加州Santa Clara华语电台举
办图片展。本次图片展主题为《求学路·助学行》，本次图
片展展出了数百张基金会国内义工在走访贫困地区时获得
的一手资料，全方位反映了中国落后地区贫困学生的生活
和求学状况以及基金会积极帮助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同
时，这次展览让很多捐款人和他们的家人了解到了他们的
捐款是怎样被充分用以资助需要得到帮助的孩子们的。当
地中文电视台KTSF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晚间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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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OCEF在MITBBS上开展宣传，请支持者通过 Fatwal-
let Charity Bucks Program 支持 OCEF。OCEF也因此收到
来自Fatwallet的10万余美元捐款。

1月 威斯康星州EPIC SYSTEMS公司华人员工为基金会募
得6000多美元善款，EPIC公司已连续5年向OCEF提供项
目捐款。

1月起  OCEF 在Iowa State University (ISU)的义工们通过
机场接送服务开展募捐活动。该项目持续到2007年8月，
共募集捐款$877。

2月3日 OCEF多伦多义工小组在清华大学校友会组织的
中国新年晚会上举办了小型助学图片展览。

3月10日 加州三藩市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粤语部著名
主持人叶丽玲在直播访谈节目里访问了OCEF副会长缪玉亭
并专题介绍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在北湾和东湾听众间引起
很大回响。节目播出之后，OCEF收到数千美元捐款。

3月27日  北加分会会长杨筱青和加州湾区“华语电台”
资深主持人丁维平一起主持“用爱心播种”节目，邀请
OCEF副会长许汉卿向南湾听众全面介绍和宣传OCEF。

7月27日 OCEF与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签署图书项目合作 
协议。双方决定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共同开展西
部助学，并选择青海省称多县作为合作试点，开展图书资
助项目。

10月  年度监察走访任务完成。14 位监察员走访37所助
学点学校和13所图书点学校，413名学生。走访地点覆盖东
北、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各大区的11个省市，27个县。

2007 年秋   由刘锦雷等义工开发的学生申请审批系统投
入使用。该系统大大方便助学组和申批义工在网上调阅和审
批申请材料，减低出错率，极大提高了审批工作的效率。

5月5日 北加分会在风景优美的Santa Clara San 
Antonio County Park举办“脚步走出 的希望 -- 
2007 春季爱心助学Hiking ” 活动。共有145人(
个人65人；家庭/小组80人)参与，募得捐款$5250
。 此次活动由曾在广东地区从事教育工作长达23
年，现居Concord的李菁和她的母亲陈小真女士赞
助。此次活动得到了星岛日报、世界日报、明报等
中文媒体的报导。

2007

10月20日  基金会理事会及主要负责人的换届交替
工作顺利完成。第十届基金会理事会于2007年10月
20日通过网络会议方式举行了首次理事会议。理事会
通过了增设执行副会长的决议。

11月  贵州正安县小雅镇东山村梅子坝小学水电及附
属工程完工，该项总资助额17万元，其中2007年资助
69,103元。2007年该校总计资助139，103 元。

11月 贵州六盘水郭家寨小学主体工
程完工，项目总资助额为6 万元；其
中，2006 年已资助3 万元。

2007年全年  助学组在15个省区，共资助小、初中生
4,336人次，总资助金额为人民币743,475元；资助高中生
及大学新生713人次，资助金额人民币678,230元；图书组
发运城市旧书48,031本，帮助60个农村学校建立了图书室，
同时图书组给40个图书利用好的学校购买了15,254本新书；
教师资助项目全年共发款136,800元，资助贫困教师114人
次；特殊项目组共完成两所学校的建校项目, 另有4所学校在
建设中。

12月31日 基金会当年度共收到捐款$456, 1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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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OCEF网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投入运行。该系统由沈
中等义工开发，为新义工的申请、现有义工的信息管理 
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

8月10日 芝加哥小组义工参与一年一度的芝加哥万人半
程马拉松比赛。包括OCEF在内的34个慈善机构参加了这
项盛事。芝加哥义工小组搭起了帐篷和图片展，与运动员
和观众分享了OCEF支持中国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成绩。

6月 四川乐山市马边县民主乡毛家山天堂心小学竣工，项
目总资助额51,159元人民币，其中2007年资助19,974元
人民币，2008年资助31,185元人民币。此项目由北美捐
款人黄川捐助。

7月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第一期《义工简报》制作完成。
这份简报是人力组为改善OCEF内部沟通做出的一项新的尝
试，内容包括OCEF最新动态、各小组介绍及义工和受助学
生的故事等。

9月 学生审批基本结束，全国共有72位协调员以及无数海
内外义工投入审批发款工作。

4月21日《关于OCEF所资助的学校两免一补落实情况的
调查报告》公布，详细阐述OCEF所有中小学资助点落实中
国两免一补政策的调查结果。

 4月22日  理事会通过决议，OCEF资助方向调整为：逐步
削减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增加高中生和教师
资助，并谨慎审批特殊项目,（1）9年制助学金项目：只资
助孤儿和住校生（包括现有和新申请），现有非孤儿和走读
生资助到毕业。 08秋起停止接受非孤儿和走读生新申请。
每年变化的程度可能基于下列因素：毕业生人数，新申请
人数，因资助方向改变而引起的收入变化，停止资助的学
校数等,（2）高中奖学金项目：缓慢增加人数，每年5~10%,
（3)教师资助项目：以每年5~10%增幅增加代课老师资助
人数。（4）特殊项目：规模持平，考虑专款专用。  

5月15日 理事会于通过紧急决议，决定为四川大地震开
展募捐活动。截至7月2日23:27， 认捐：$75,237.54，实
收：$68,988.85，认捐人：125 。截至6月2日已向中国红
十字会转交2万五千美元

3月  四川乐山市马边县袁家溪乡耳子岩 GIVE CHILDREN 
A CHOICE 小学竣工, 项目总资助额45,000元人民币。此
项目由“Give Children a Choice”捐助。

3月 四川乐山市马边县民主乡羊子坪小学落成，项目总
资助额52,414元人民币，其中2007年资助25,841元人民
币，2008年资助26,573元人民币。此项目由亚利桑那华人高
科技协会Arizona Chinese American Hi-Tech Association 
(ACAHA）捐助。3月  四川乐山市马边县下溪乡红光小学竣工，项目总

资助额80,752元人民币，其中2007年资助 26,971 元
人民币，2008年资助53,782元人民币。此项目由“The 
Campbell Famil”资助。上左图为原的教室，右图为新修
建好的教室 。

2008

12月17日 前会长郭浩宇荣任OCEF首位荣誉理事 。

12月 根据2005年通过的《长期义工奖励条例》，OCEF向
历年来为基金会服务超过五年的义工颁发长期义工服务奖
和服务超过一年的颁发义工服务奖，以感谢他们对贫困孩
子的关爱以及对基金会成长的付出。

12月31日 基金会当年度共收到捐款$512, 684.37。

11月27日  OCEF荣获“中国红十字人道
服务奖”, 以表彰和感谢OCEF以及OCEF广
大捐款人、会员和义工在四川地震救灾募捐
活动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8年  图书组组建了自己的图书监查小组，完善了 
一系列图书监查资料。截至当年底，完成了江西安福、 
贵州、河南、陕西南郑等地区31所学校的图书监查工作。

11月22日 休斯顿分会重新成立，恢复其停止了六 
年的运作。

11月4日  OCEF 四川大地震救灾募捐活动顺利结束，得
到广大海外华人和其它族裔捐款人的积极响应，共筹集到
四川地震赈灾款逾12万美元。OCEF在向中国红十字总会
捐款共计11.5万美元，其中第一次2万5千美元，第二次捐
9万美元，剩余款项于2008年12月前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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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3日 OCEF和北京鸿嘉华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在中国红十字会协调安排下共同承担四川省成都市新都
区斑竹园镇大夫村大夫红十字博爱小学的重建项目。北
京鸿嘉华国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了人民币100万的捐
款，OCEF提供了11.5万美元的捐款，折合人民币约79万
元。项目落成后将在所建小学立碑，超出援建所需金额部
分可用于添置教学设施。

9月      贵州六盘水郭家寨小学落成，项目总资助额
187,647元人民币，其中美国Epic Systems Corporation捐
赠陆万元人民币整，其余款项由当地教育局配套。

10月      17日至11月6日 Facebook发起2009年美国慈
善募捐挑战赛(America’s Giving Challenge)，OCEF 夺得
了总冠军大奖。

OCEF依靠义工和往年捐款者的力量，并充分利用网络社
区，海外华人论坛和媒体，在挑战赛中一路领先，多次获
得每日捐款数的第一名，共取得1,7000美元的“每日冠
军奖金”，并最终在7,875个参赛慈善组织中脱颖而出，
夺得了总冠军，获得5万美元总冠军大奖。此次参赛共为
OCEF赢得23万美元善款，召集6,000多名热心支持者，宣
传遍及世界各地。 

       2009年12月10日-2010年2月1日  美国万通银行
Chase Bank举办Chase Community Giving百万美元网络
筹款竞赛。 

OCEF在此次竞赛中从美国逾5000家公益慈善机构中脱颖
而出，进入第二轮，最终位列前30名，获得25,000美元
奖金。

11月      14日，《我的理想》新书发布会暨乡村阅读交流
会在北京举行。《我的理想》是OCEF图书资助点─河北唐
县张合庄小学四年级学生王璞的作文，经OCEF推荐给国内
知名绘本作家熊亮、熊磊兄弟，创作为绘本“野孩子”系
列中的一本，并出版发行。熊亮先生捐出所有稿费，其中
RMB1000元奖励给王璞同学，余款给该校购买新书。多
背一公斤，微笑图书室，乡村立人图书室，心平基金会，
红泥巴等关注乡村教育的机构参与会议。

图书组与心平基金会达成长期合作意向，共同建设乡村图
书室，首批共建图书室3间。

2009

5月      基金会网站进行全面改版，此次设计选
用的是受到普遍好评的Joomla平台。该平台的
用户界面简单直接，维护和更新人员不再需要
学习和掌握特殊的软件和技能。此次升级大幅
提高了网络组执行更新工作的效率，也降低了
网络组招募新成员的门槛。

12月      北美文学城网站“人到中年”和“我爱我家”
两个论坛通过OCEF分别捐建四川马边县土坝小学和晏家林
小学。

土坝小学总资助额为人民
币246851元，其中2009
年资助人民币156851元。

晏家林总资助额为人民币
234651元，其中2009年
资助人民币1346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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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利息, 

公司配捐, 

$3,752.54, 0.95%

机构捐款, 

$57,317.60, 

14.51%

慈善购物配捐, 

$30,995.97, 

7.85%

2009年收入

个人捐款, 

$294,019.14, 

74.45%

$8,823.39, 2.23%

助学金, 

$113,690.48, 

29.48%
筹款费用, 

$1,803.84, 0.47%

地震捐款, 

$11,683.77, 3.03%

图书项目, 

$2,591.97, 

0.67%
建校项目, 

$54,749.14, 

14.19%

教师资助, 

$30,045.42, 7.79%

2009年支出

奖学金, 

$157,501.97, 

40.83%
监察费用, 

$3,992.40, 1.04%

出版物, $4,534.11, 

1.18%

行政费用, 

$5,120.02, 1.33%

3月     OCEF与微笑图书室合作“OCEF微笑样板图书室”
项目，旨在通过对图书捐助学校持续的关注，帮助学校正
常开放图书室、管理图书，开设阅读课、因地制宜地开展
各种促进阅读的活动。以阅读推广为主线，配合教师培
训，专家讲座，志愿者下乡，阅读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帮
助学校打造阅读环境，让老师和学生们爱上阅读。对于样
板图书室之外的学校，图书组根据就近、小规模、和其他
组织合作的原则，为老师提供培训的机会。

第一批OCEF微笑样板图书室包括贵州织金、云南宁蒗、
山东定陶在内的7间学校。

4月     OCEF6个项目点的14个老师赴北京参加第一期
OCEF教师培训。培训完的老师作为种子老师，回到所
在学校开始试点推广OCEF阅读计划。

     特殊项目组与致力于帮助
世界贫困人口的国际慈善机构
HELP合作，为四川省西昌市荞
地乡为民小学捐建了饮水工程，
工程造价为人民币63,460元，
并捐助人民币11,250元为该校
购置50套课桌椅。

5月     织金县白泥乡水营小学课桌椅项目完工， OCEF
出资人民币23,000元购置100套课桌椅。

8月     OCEF与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签署合作协议。
至此，OCEF打通了中国捐款渠道，所有中国国内捐款可
注明“OCEF专项基金”直接汇款到恤孤会账号，所捐款
项全部用于OCEF资助项目。

9月      98名OCEF资助
的高中生考上大学，获得
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人
的 “ O C E F 大 学 新 生 奖 学
金”。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烂泥箐
乡水草坝完小落成，工程总
造价为60万人民币，其中
20万元系北美文学城我爱我
家论坛部分网友定点捐建。

10月     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心连心图书室落成，
此项目由OCEF的捐款人美國戴尔认捐。

12月     25日   OCEF与北京三夫户外俱乐部举办
圣诞会拍卖活动，拍卖筹到的所有钱全部用来资助
OCEF的项目点学校图书室。2006-2010年间，三夫
户外俱乐部共资助学校42所。

2010

2009-2010
201120082007200620052004 2012

个人捐款, 

Chase 

Challenge竞

赛奖金, 

$25,000.00, 

慈善购物配捐, 

$35,935.58, 

5.97%
机构捐款, 

$128,985.53, 

21.43%

2010年收入

个 捐款,

$399,006.73, 

66.29%

银行利息, 

$9,387.28, 

1.56%

汇率增值, 

$3,588.49, 

0.60%

4.15%

助学金, 

$58,561.12, 

26.47%建校项目, 

$26,230.46, 

11 86%

图书项目, 

$8,964.07, 

4.05%

出版物, 

$9,088.93, 

4.11%

监察费用, 

$11,455.41, 

5.18%

行政费用, 

$10,005.73, 

4.52%

2010年支出

奖学金, 

$75,452.30, 

34.11%
教师资助, 

$21,444.34, 

9.69%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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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OCEF第一届“阅读的力量”夏令营在吉林大安举
行。OCEF项目官员刘秀、张计鹏带队，与来自宁夏、河 
北、贵州等地的10位老师来到
高文小学，和孩子们度过了一个
难忘的阅读夏令营。让孩子们通
过夏令营感受阅读的乐趣，让老
师通过夏令营感受阅读的力量。

6月      资助山西广灵北土和
南村小学单人课桌椅一共500
套。其中人民币17,400元资
助款由北京三夫户外俱乐部。

资助以前

 资助以后

4月     资助贵州织金的大营小学、
西湖小学、家乐小学、中山小学资
助了双人课桌椅总共300套，总资助
额为人民币75,800元。

资助贵州织金 、 西湖小学教室照明
工程，总资助额为人民币9222元。

2月     28日, “第一届深耕阅读培训会”开启，该培训由
天下溪发起、心平基金会和滋根出资，OCEF等多个NGO参
与筹备。项目启动时为实验阶段，计划每年做2-3次的集中
培训，1-2次的专家下点指导培训，由此希望可以形成一个
长期的、周期性的、公益性的“阅读种子老师培训中心”
。接受培训的老师同样可以成长为这个培训中的培训老
师，从而让OCEF的教师培训逐步规范化、常规化。

美国义工儿科医生佘心澍走访
贵州织金，与织金协调员赵德
琴医生一起为OCEF资助的学校
度身定制健康教育课程。佘医
生在织金停留4个星期，为学生
与学生家 长上健康课（包括心
理健康与生理健康），并为女
性村民讲解防控艾滋病知识。

5月     资助四川宜宾大窝镇太原小学单人课桌椅250套，
总资助额为人民币32,000元。此资助款由the Wilson Fam-
ily Charitable Canadian Fund定向资助。

资助以前
资助以后

3月    《协调员简报》首刊，每学年度2期，旨在加强基
金会与协调员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工作联络。

             图书组“样板图书
室”计划继续推进扩大，新加
入贵州务川、宁夏海原两个资
助点。开始宁夏海原7所跨越式
学校推广阅读的合作，为7所中
心校以及下属的学校配置7627
本图书。宁夏海原7个学校同时
也是北京师范大学通过与这种
课堂内新的教学方法的结合，
探索阅读在课堂内、外有效促
进的方法。

8月      四川马边苏坝中学收到学生餐桌和教师办公桌，
总资助额为人民币49,470元。

资助以前

资助以后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1月     面向OCEF受助学生的“大朋友
项目”开始实施。该项目鼓励义工与受助
学生通信，希望通过信件的沟通和交流帮
助学生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一些困惑。

               文学城人到中年论坛以及子女教
育论坛的25位网友将电子书《子女上名
校，父母谈心得》一年的义卖收入捐赠给
OCEF，用于捐建学校。

             30日，贵州织金中山小学图书
室食堂综合楼落成，总资助额为人民币
109,982元。

12月  10日，OCEF e-Shop项目推出
（www.ocef.org/eshop ），捐款人可以
通过网站购买ebook、年历、Tshirt等多
种义卖商品来支持OCEF。

                山西左权麻田村
心连心图书室与贵州织金官
寨乡的“蓝月亮”健康社区
图书室落成，配备有图书、
投影仪等一系列办公用品的
两间图书室是OCEF资助的
首批社区图书室，成为当地
村民知识传播的社区活动中
心。

10月     贵州遵义市务川大坪镇中心小学“梦想中
心”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梦想中心为配备多媒体教
学的实验图书室，由 Epic Systems Corp出资捐助。

             OCEF-立人乡村女童项目
正式开始。该项目由OCEF与立
人乡村图书馆合作，主要为受助
女生提供学校教育之外的知识，
比如卫生健康、礼仪、法律；培
养她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沟通
技巧。项目的宗旨是帮助乡村女
童认识自己、做更好的自己，为
人生幸福努力。

9月     贵州织金家乐小学教室
修建和厕所修建项目竣工。

             OCEF奖教金取代原有的
不进  行评估只考虑贫困程度的
教师 资助，以鼓励乡村教师提
高教学质量。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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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增值, 

机构捐款, 

$65,299.39, 

16.53%

慈善购物配捐, 

$31,798.24, 

8.05%
银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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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收入

个人捐款, 

$285,215.94, 

72.18%

$5,924.76, 1.50%

助学金, 

$36,553.33, 

13.43%

奖学金, 

$71,9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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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出版物, 

$6,860.12, 

2.52%

监察费用, 

$9,840.65, 

3.62%

募捐费用, 

$1,166.69, 

0.43%

行政费用, 

$8,079.31, 2.97%

2011年支出

, ,

26.45%

教师资助, 

$9,655.05, 3.55%

建校项目, 

$102,255.91, 

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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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湖南省平江县浯口镇东港小学收到课桌
椅260套及教师办公桌椅1套，总资助额为人民币
44,628元，系北美文学城人到中年论坛网友定向
捐助。

MITBBS未名空间宠物版网友集资1,400美元为
东港小学配备的心有所宠图书室亦告落成。

              23日-25日   贵州织
金西湖小学小学高老师、义
工卓韵宝、海原项目人员妙
妙，参加了亲近母语在杭州
举办的以儿童阅读培训为主
题的论坛。

             全国第八届班级
读书会暨两岸三地儿童阅读
体验式研习论坛在湖州举
行，OCEF义工刘倩、工作
人员张艾玲及湖南、河南两
省4所受助学校的教师代表
参与此次培训。

4月     28日    庆祝OCEF成立20周年的第一个活
动─“OCEF.2012龙年慈善音频晚会”由OCEF募捐
组联手MITBBS音乐版举办。整台晚会历时近5个小
时，包括歌曲、器乐、朗诵、相声等节目，并开通
OCEF热线电话答疑，超过60名网友参加本次音频晚
会的筹备与演出。

2月     5日    OCEF理事会通过调高助学金金额的
决议。9年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调整为小学生540
元/人/年，初中生720元/人/年。高中奖学金依旧保持
2000元/人/年。理事会同时通过举办OCEF二十週年庆
祝活动的决议。

           
              29日    OCEF二十週年庆典筹备委员会成
立。OCEF海外事务与中国事务将分别在中美两地举办
多项纪念活动。中国庆典将于2012年8月17-19日在北
京举行，美国庆典将于2012年11月3日至4日在德州休
斯顿举行。OCEF各地分部亦将举办各式庆祝活动。

3月      OCEF项目人员张艾玲成为贵州织金驻点工作人
员，继续推行阅读项目，同时协调织金的各项综合资助项
目，包括幼儿教育、康课（课件整理）、社区图书室、蜡
染课、奖学金等。

              OCEF项目人员裘水妙、孙传美等走访贵州遵义务
川大坪镇、红丝乡、石潮乡、涪洋镇的十数间学校，阅读
推广专家孙传美演示阅读示范课，旨在推动务川地区整体
开展图 旨在推动务川地区整体开展图书阅读推广活动。其
中甘禾小学阅读风气巍然成风（该校小邹老师参加了2011
年第一届“样板图书室”北京阅读培训）。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1月     3日至4日     OCEF成立20週年庆典将于美国
休斯顿举行。

8月     17日至19日   OCEF成立20週年庆典于北京举
行。OCEF新老义工、协调员、受助学生代表欢聚一
堂，就OCEF助学方向进行研讨。

             21日   OCEF理事会通过决议，自2013年春季开
始，OCEF将推出高中资助金项目以取代现行的高中奖
学金项目。高中资助金面向家庭贫困的高中生，考核
标准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高中资助金项目比例
将逐年提高到OCEF项目年度支出总额50%。

5月     4日，2012年春季发款开始。助学金项目及高中奖
学金项目共发出资助金人民币405,590元。

6月     自5月7日至6月30日，OCEF副会长兼中事务委员
会主席卓韵宝走访山西、宁夏、甘肃三省37所学校，138
个学生家庭。对助学金项目、奖学金项目、图书项目，特
殊项目和教师资助项目进行年度监察探访。

7月     3日-25日，文学城网站私房小菜论坛网友发起“
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的筹款活动，为OCEF山西资
助点忻州河曲县葛真龙联校改善伙食。 本项目收到捐款
$3036.60(2012年8月1日数据)，为定向资助的特殊项
目，是OCEF发展午餐资助的第一个试点。

             15日－22日，OCEF“爱上阅读”暑期阅读夏令营
开营，55名宁夏银川农牧场小学学生与19名来自宁夏海原
等地的教师及3名OCEF项目专员入营。爱上阅读夏令营由
OCEF与宁夏大学张玲教授助学团队共同组织，旨在激发小
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培训教师熟练掌握引导阅读
的方法，奠定在宁夏各地推广OCEF阅读计划的基础。 

2012
20082007200620052004 201120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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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的地图，人们
会感到那片古老的土地如今
正在一片商业大潮中热烈地
涌动着。一向勤劳俭朴的中
国人，现在抓住这千载难逢
的机会，想使自己尽快脱贫
致富。于是，人们从报道中
读到：万元户不稀罕了，南

方的人们开始买房子、买汽车了，手中富裕的人们又因炒股票而亢奋起
来……那块贫瘠的土地一下子给人一种耀眼的色彩。

然而，在这种眩目的色彩背后却有着另一幅与此极不相称的画面：
一直生活清苦而又任劳任怨的中小学老师们并没有在这种大潮中得到他们
应有的报酬，反而因通货膨胀而不得不背起更加沉重的生活负担；一位老
教师很动情地说：“都说教师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我吃了一辈子粉笔灰
到头来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校门口卖衣服的个体户一天挣的多。谁不愿意
活得更舒坦、富裕些呢？是我笨吗？”；也有一部分老师们终于因不愿生
活的这般清苦，离开这份给人“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更不用说那
占中国60%--70%的山区了，山区的人们还是过着同样紧巴巴的生活，山
里的孩子们还是在昏暗的破泥瓦房里上课，有的甚至因家里交不起学费而
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课堂…… 上学、在课堂里读书，成为山里人的一种奢
望；山里的民办教师们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默默地、尽职地让渴望读
书的孩子们能有书读……这一切对一个梦想腾飞的民族来说，显得如此
沉重！

据中国大陆政府官方统计数字（８９年），全国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能读完小学，每年仅因家庭贫困就有平均约一百万的学生中途辍学，全
国大学生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一个十一亿人口的大国还有两亿多文
盲（其中成人文盲率15.9%），约占世界文盲总数的四分之一。如果说教
育是为一个民族的成长和发展播种，那么当人们面对这样的现实时，再
去乐观地预测中国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经济强国还会存有多大的信心？有
识之士已迫切感到教育不振兴，中国的发展就很难有更大的潜力！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是中国山区人们对教育
的呼喊。要在一个还有两亿多文盲的国度里实现民主和富强，这便是我
们所面对的现实。

基金会最早的报道见诸1993年出版的《华夏文摘－救援中国基
础教育专刊》和《华枫园》。本篇记录了十九年前创会义工的心
声。倾听历史的回响，言犹在耳，心手相传...... 

朝花夕拾朝花夕拾

我们没有忘记
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简介

吴雅楠

摘自《华夏文摘增刊》
1993年7月20日

1993年12月5日刊登于《华枫园》

《共筑未来之梦
       --记部分基金会会员的心声》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所有会员的心声。

在海外（特别是北美）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有十几万。很多人在饱经“十年寒窗苦”后已经
成功地“建功立业”，在这块土地上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大多数人则仍在继
续奋斗的征战途中，沉陷在繁忙的学业之中。还有很多人，在学业、工作的空隙之中，积极关
心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为社会、团体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各大学中国学生会、学联、CND、
《华夏文摘》、民主政治团体、文化科技协会..... 

另有一部分人则默默地选择了“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像其他义务的服务团体协会成
员一样，他们大多都是普通的留学生，是你、我中十分平凡的一员。他们同样也不得不为繁
忙的功课和科研而每天加班熬夜，他们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才能沉着应付这个社会每时每
刻都会来的挑战。但是，一个着眼于中华民族下一个世纪繁荣和发展的未来之梦以及对中国目
前教育的严重危机感，使这些人走到了一起。这些人文化、经历背景可能各异：中国人、美国
人，正在读书的、已工作就业的、上山下乡插过队“身经百战”的、初出茅庐刚起步“浪迹江
湖”的、偏远山区“夹皮沟”出身的、书香门第大都市长大的，但是，共同的心声使他们组成
一个团结的队伍。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实际行动，表达人类最基本的关切，表达海外留学生对祖
国儿童的爱护。他们也努力试图架起一座桥梁，为广大海外华人、学子以及真正关心中国的外
国朋友提供机会，转达他们对东方这个古老民族发展的关注。

这里摘录了部分“基金会”会员的一些只言片语。这些简单的话语表达出一个明确的信
息：我们并没有等待，我们愿意做些具体但有效的工作，关心我们的民族，关心我们的孩子！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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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基金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其宗旨是非常神圣的。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与信心所在……

－－梁昌年，SOSCEF会员（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记得在基金会成立之初，会员们曾经为给基金会取个合适的名字争论了好半天。后来经过投票，终
于决定取了现在这个名字。中国的教育真的危机到需要“救援”这个地步吗？而且需要象我们这样一些身
在海外的学生或工作了的人，在紧张的学习或工作当中为此忙来忙去吗？说实在的，我有时也会这样怀疑
地问自己。但不时地，从过去老师的来信，从父母的来信和从国内来的朋友的交谈中，总是会听到他们或
者对自己的境况，或者对发生在学校里一些不该发生的令人心酸的现象的叹息。

　　一个正在梦想腾飞的民族，其教育却在这个社会里逐渐“贬值”，这怎能不令人心痛呢？也有朋友好
心地劝过我，普及教育应是一个政府的责任，作为政府，理应兑现教育投资的增加。是的，我们可以举出
很多理由不必去做这些事。但是，我总这么想：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乎其
微，但是一批有着共识的人聚在一起，就会向社会昭示出一种力量，传达出一个声音。我们也许可以等
待，祈盼中国的教育状况会好起来，但是我们的良心和责任感都让我们选择了不是等待，而是去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良好的祈盼才有可能会成为现实。如果有一天，基金会能给人
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声音：“教育，我们没有忘记你！”，那么基金会和会员们的努力就没白费！

－－吴雅楠，SOSCEF第二任主席（西安大略大学，加拿大）

　　◇我自幼随下放的亲人在乡下住过几年，后来又在一所师范学院工作过五年多，经常带学生去农村中
学进行教育实习，对于中国农村的无知，贫困，孩子失学，干部的土皇帝行径以及乡镇企业带来的污染等
等新老问题有切身地体会，深感只有在农村普及基础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现状。我在网络
中看到施文元关于建立基金会帮助国内贫困地区教育的倡议，立即响应了。由于没有经验，成员的兴趣、
背景各异，网络作业方式的局限，基金会面临重重困难。每当我们在彻夜不眠的工作之后，望着清晨的曙
光，心里总在想，如果有一些孩子因为我们的工作而重返学校，那就心满意足了！是啊，我们的点滴辛
劳，能使一些孩子上完小学，中学，改变他们的人生旅程，帮助他们编织更美好的未来，还有什么事情比
这更令人愉快、更有意义呢？

－－鲍敏琪，SOSCEF第一任副主席（内布拉斯加大学）

　　◇每当我回顾自己以往生活时，有这样几件事总是令我难以忘怀：我能记得，学校是我并不愉快的孩
提时代仅有的乐园，我能记得每一位教过我的老师，因为他们给予我另一种生活，我记得我一个最好的朋
友流着眼泪难过地离别学校去工作，因为他父亲不幸在事故中身亡……

随着时间的飞逝，许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有时我甚至开始琢磨是否那些旧时的故事不过是些恶梦
而已。直到有一天我在翻一本旧影集时，忽然间涌出一个强烈的念头：现在中国每天仍然有许多儿童在哭
泣，渴望帮助，我们或许能为此做些什么。我为这个主意感到激动，于是打开计算机向“中国新闻网”散
发了这个想法，与自己的中国同胞分享。几天后当我再打开计算机时，我非常感动：有３０多个来自“陌
生人”回信都非常支持这个主意。这些“陌生人”构成基金会的第一批会员，是这些人将这个主意变为现
实。他们包括：栾述生，鲍敏琪，李晓文，康捷，杨介德，段先胜，李佐风，罗宁，吴业刚，等等。随后
不久，又有Ｊ．Ｂ．ＭｃＣｏｍｂ和吴雅楠等其他许多人加入。

　　回顾基金会的工作，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高兴且自豪。每当我想到又有一个儿童从一个个大哥哥、
大姐姐那里得到帮助后，总有一种以前从未体会到的喜悦感。

－－施文元，SOSCEF第一任主席（伯克利加州大学）

　　◇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已有十个年头了，总想有机会为她做点什么。基金会为我实现自己的心愿提

老义工心声

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目前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所做的事情
却非常有价值且意义深远。我的青少年时代有八年（五年随父
母下放和三年知青下乡）是在贫苦的山区度过的，因此对那里
落后的教学条件及失学孩童的无奈和痛苦深有感触。想到我们
从事的工作能让更多贫穷的孩子受到基本的教育，心里确实感
到欣慰。

　　－－粱敢，SOSCEF第一任募捐委员会主席（圣休斯敦州立大
学）

　　◇我一直为我能接受教育而感到幸运：从贫穷的乡村开
始读小学一年级，到目前在另一个国家获得博士学位。我一
直着有恩爱的父母，无私奉献的老师。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亲眼目睹很多同学（有的学习成绩极好）却没有那么幸运，
甚至不能读完小学，而我许多敬爱的老师生活非常贫寒。这
些不幸同学的读书机会可能为很多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困难
（经济、社会或政治方面的）而突然终断。

　　往往是，别人可能只要给予一点点帮助，就可能完全避免
造成无数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品行端正的人才的巨大损失。
帮助他们有各种途径，而对我们来说最为容易的是在经济上予
以一定帮助。基金会是个非常好的渠道，使我们这些“相对比
较幸运的”人提供给那些“比较不太幸运的”孩子们一些“机
会”，继续开发他们的潜力。当我与基金会中一支乐于奉献、
精力充沛的队伍一起工作时，我的良心得到平安。

　　－－栾述生，SOSCEF第一任副主席（俄勒冈州立大学）

　　◇想一想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机会学习物理或数学，莫扎
特从没有机会学习音乐，而莎士比亚从没有机会读书或学习写
作，一切又会是怎样？这可能是较为悲观的说法。这些（和其
他）人伟大的思想是罕见而珍贵的，而且他们对我们人类历史
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提到这些人的伟大的思想可能来自任何
地方，与政治、宗教、种族或经济地位无关。有基金会提供的
初等教育机会，我（和大家）可能是在帮助某些儿童有一个更
好的前途，而且，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又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说不定是另一个爱因斯坦。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 Robert Barber，SOSCEF会员（圣休斯敦州立大学）

　　◇作为在中国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一名佼佼者，我格外关
心中国甚至连基本教育也无缘染指的大多数人。我们在读到
ＣＮＤ的《华夏文摘》里有关“希望工程”的报道时，无不
为那些失去上学机会并处在艰难困境中的孩子们而落泪。中
国在经济上向前发展，而教育水准却十分不相称地不断恶
化，外加（甚至在教育系统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享有平等
的教育机会只能是孩子们遥远的梦想，尤其是八亿多农民人
口中那些没人知道、没人听说、没人关心、被社会遗忘了的

乡村农家子女。

　　基金会在海外中国学生、学者中走在了前列。她正在尽自己
的努力做一些具体的事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我十分高兴能成为
基金会的一员，投入这一充满爱的义务工作。

   　我积极促进参与基金会与各大学中国同学会联合组织的“
捐献一元钱”的活动。对于我们广大留学生来讲，一元钱微
不足道，但大家的热心汇集到一起，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
果。

　　－－徐名扬，SOSCEF会员，ＣＮＤ总编（新南威尔士大
学，                                                                     澳大利亚）

　　◇说起来谁都知道：“教育是立国之本，儿童是民族的
未来。”不幸的是，这一平凡的真理常常被忽视，甚至被遗
忘，尽管不少父母总是“望子成龙”或“盼女成凤”。我是
搞科学研究的，教育也是我的终生职业。从教四十余年，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觉到：教育，尤其是初等教育和全民义
务教育，对中华民族在下一世纪的生存和发展是如此紧要和
迫切！我想，凡是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都需要正视这
个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有句话说得好：“与其诅咒黑暗，莫如燃起明烛。”因
此，对中国教育的忧患与关注，只有化成实实在在地行动才
好。显然，在推进中国基础教育的普及、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任何人的参与都不会多余，更不会枉然。基金会以救助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复学、资助贫苦地区仍过着清苦
生活的教师为宗旨，我深信基金会这一事业的正义性及其深
远意义，衷心祝愿这个基金会日益成长壮大。

　　－－徐利治教授，数学家，教育家（大连理工大学）

　　◇当今时代似乎人人都懂得教育的重要。无论从个人成
功的经历，还是国家、民族兴盛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教育
对个人或民族命运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人自本世纪初为谋求
建立一个合理、公正的社会进行了近百年的奋斗。然而不管
世态沧桑如何演化，国民整体教育的落后与危机几乎总是摆
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亘古不变的难题。

　　中国人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奋斗了一百年，中国人也在
教育危机的恶梦中挣扎了一百年。遗憾的是，在社会风云的
激烈变化中，很少有人冷静、理智地去透析时代的噪音，真
正洞察到社会发展与全民教育的关系，更少有人思考到在这
个“非线性”关系中后者对前者悲剧性结局的制导作用。

　　－－戴跃，   SOSCEF会员（曼尼托巴大学，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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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刚刚博士毕业后不久，当时的我感到很幸福，虽然已是三十而
立，但拿到博士学位更多的是靠运气和机遇。因为我在小学、中学、大学都遇到
了很好的老师，特别是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谭家振先生，他是当年唯一的外籍科
学院院士，对我赞赏有加，就把我送到美国来留学。所以我就在想，国内还有很
多和我一样聪明甚至比我还聪明的孩子，他们却得不到良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有
的更是面临着失学。我们这些能到美国求学的幸运儿，能否为国内这些因贫困而
面临失学的孩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呢？1992年恰逢互联网向公众开放，连
接美加各地。在诸多新兴的网站中有一个叫CHINA的网站，上面聚集了许多海
外华人和关心中国发展的各界人士。当我把为中国贫困学童做一点事的想法通过
电子邮件发出后，短短两个小时内，就得到二十几位网友的积极回应，大家深有
同感。大家开始讨论我们能做点什麽呢？有人提出可以考虑向中国的希望工程捐
款。但当时正处于敏感时期，各人对时事有各自的看法。几经商议，大家觉得应
该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独立运作，以保证把每一分捐款都能用在助学上，并立
下基金会以纯义工方式运作的规章。而这二十几位身处美国和加拿大的网友也就
成为了基金会的创会会员。

大多数会员都是刚刚毕业的留学生，都不知道注册一个基金会该做哪些事
情，幸好会员中有一位斯坦福法学院教授—McCombs, J. B.先生，他清楚成立一
个基金会的法律程序。McCombs, J. B.教授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也所知不多，
但他很热心慈善助学，于是自己出钱出力把基金会注册手续都办了。

1992年11月3日，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 SOS China Education Fund）正式
成立了。第一批会员有20多人，而我则被推选为基金会第一任会长。后来会长这
个职务轮值了几回，包括鲍敏琪在内的许多义工为之付出良多。梁敢先生接任会
长后，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基金会上了一个新台阶。

     人物简介：

施 文 元 教 授 是 O C E F 的
前身—中国教育救援会（SOS 
China Education Fund）的发起
人及首任会长。他早年在中国
复旦大学从事遗传学研究，于
84年年底年赴美留学取得博士
学位，成为第一位在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医学院医学系担任
副教授、系主任的华人。施教
授虽身处美国，但一直关心中
国教育发展，目前是北京大学
的长江教授，中国千人计划成
员。

施文元访谈录
采访人：   李青松（Jet Li）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20年来，无论是基金会还是中国国情都有很大变化。虽
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还是有很多小孩特
别是我们的资助对象上不起学，这是很大的遗憾。当年我们
曾与共青团的学校部也有过接触和交流，他们也很支持我们
自己运作基金会，并对出国留学的我们能够不忘本，帮助失
学儿童，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表示肯
定和赞赏，并为我们联系助学的各项事宜。我们的基金会虽
然很小，资金很少，但是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爱心和意愿，可
以起到很好的表率，具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可以督促中国政
府更加关心教育的普及，创造更多的就学机会。

在我任职期间，有许多难忘的人和事，令我感动良久。
我们的会员，身处海外心系祖国，关心祖国儿童的教育，做
着无私贡献的好事，让人敬佩。我在不同圈子都有不同的朋
友，特别是当初基金会中认识的人，我们都还保持很密切的
联系。在基金会中，我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也是从基金会中
得到的快乐。基金会中不但有中、港、台华人会员，也有美
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基金会成立伊始，困难很多，我们连
如何注册都搞不懂。当时筹款的圈子也很小，大家大部分是
80、90年代出来的留学生，经济也很困难，第一次捐款总额
只有300多美金。虽然有的人才捐了5元10元，但捐出的钱都
是要靠辛苦地打工去赚回来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生平第一
次捐款，他们的爱心实在是让人感动。

OCEF从无到有，一路走来靠的就是团队的力量。作为一
个完完全全的草根组织，没有大财团资助，能发展壮大到今
天，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广大会员的爱心，没有爱心就不会成
事, 大家都是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并且长期坚持下来。我们
当时的条件不比现在，那时，没有资金，没有能力，没有经
验。当时的会员大部分都是学生，能聚在一起开个会都非常
难得，大家很是兴奋。而且二十年前的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
发达，我们又主要通过网络联系，靠的是大家的热心，大家
的热情才走到今日。

其次是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主要成员的不懈坚持和全身
心投入，出现了很多让人感动的人和事，像梁敢会长等等，
很多很多。我曾经听梁敢说，他这辈子很不愿意参加什么会
议啊、组织啊，但是对OCEF却是情有独钟，非常愿意付出。

同时，中国国内的义工网络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队伍
不断扩大，甚至不少被资助过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成为基
金会的义工，这是十分可喜的。国内义工的挑选非常注重于
责任心，要能很好的把OCEF的工作落实下去，把资金用在
救助贫困学生就学上，创造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目前
国内义工的工作就我了解的还是做得很好的，他们很负责，
很有责任心。

OCEF虽然资金不多，但却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补充。二十年后的今天与当时我们初创的情形确实有
很大不同，我从会长一职中退下之后，虽然没有在基金会承
担具体事务，但我还是会经常利用学术机会，接触中国政府
高层，呼吁他们重视教育，重视贫困生，重视留守儿童的教
育。我想OCEF除了原来的助学行动要继续坚持下来，还应更
多的以非政府组织的角度呼吁政府，让他们在教育的均衡发
展上做得更好。目前国内的经济上去了，但有钱了和能否把
教育真正做好，这是两回事。

一个成功的基金会，一个能真正帮助越来越多的人的
基金会成功的条件应该都是相同的。我们必须要有良好的口
碑，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还要建设一个团结又有战斗力
的核心团队。现在在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不断壮
大自己的队伍，加强机构筹款能力，让OCEF每年的资金有一
个稳定的基础，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祝愿OCEF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年年再上一个台阶，让广大
会员和义工的爱心结出更大更好的果实。

 
梁敢(左一)与施文元（右一）
摄于199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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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大家都知道您是基金会的创会元老，可以具体
说说您与OCEF之间的渊源吗？

我 从 小 在 城 市 长 大 ， 和 农 村 教 育 没 有 很 多 的 接
触。1985年，我在漳州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经常有机
会到农村的学校去走访，带实习的同学去体会农村的教
育。那时我感觉到农村的生存环境之艰难，农村教育更是
很难开展。没有资金，没有教师，没有关注，只有简陋的
教室、桌椅和一些靠工资都没有保障的教师。那时候我们
学校的毕业生都不愿被分配到农村。1992年，海外中国
教育基金会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的前
身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 (SOS China Education Fund)在美
国加州刚刚创立，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这也是因为
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深深感到中国农村的落后，中国农村教
育的贫乏，满心愿意为祖国做一些事情。出国多年，我也
经常回国看看。农村的建设一天比一天红火，随着九年义
务教育的推行，农村孩子的教育也有了基本的保障，失学
的孩子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农村教师的待遇也有所提
高。现在，教师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很多人也愿意到农
村去执教。这一切都要感谢祖国的强大和经济的发展。
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了，看着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很欣
慰，这同时给基金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何才能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如何把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如何让被
帮助的人真正地从中受益。

问2：在您任职期间，有哪些最难忘的人和事？

在基金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个OCEF的团队合
作精神。刚开始，基本成员都是学生，我们大部份都是靠
电子邮件联系。成员们每天都要在OCEF事务上花3－4小
时。还好我们当时是学生，没有什么硬性的时间安排。我
在OCEF的几年里总共工作了3000-4000小时。和我长期
合作的几位会长、副会长，理事也是如此。只要其中一个
人有事，其他人就会毫无怨言的顶上。我们因为在OCEF
服务而成为了很好的私人朋友。

人物简介：

鲍 敏 琪 先 生 ， 八 十 年 代 负 笈 美
国，获得（University of Nebraska-
L i n c o l n ） 博 士 学 位 ， 旅 美 二 十 余
年，他为了帮助中国贫穷地区儿童
上学，从1992年参与创立中国教育救
援基金会SOSCEF（OCEF的前身）
开始，历任基金会第一任副会长、
会长、理事等，为促进基金会发展
做出了很大贡献。在OCEF成立二十
周年之际，鲍敏琪回顾发展历史，
感慨良多，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一
直强调“走专业化道路”。对于经
历的挣扎，他都一一拿来分享，对
荣誉却是只字不提。他的话语里，
虽然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我却清
楚地听见一颗热爱着OCEF、热爱着
助学事业的拳拳赤子之心。

鲍敏琪访谈录
OCEF走专业化的道路

是我一直的心愿
采访人：   唐棠（Teresa Tang）
采访时间：2012年6月

还有一个人，我不得不提，虽然他没有在基金会呆很长
的时间，但是他在我的心里开启了一扇窗，播下一个种子。他
就是基金会第一任副会长McCombsJ.B.教授，他不但自费为基
金会完成所有法律上的注册手续，更为基金会撰写了第一版章
程。他为我们起草基金会章程时，就提出要把部分捐款划为基
金会运作经费的条款写到章程里。他说即使基金会现在不能做
到专业化，那也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越早准备越好。当
时，这个意见遭到全部基金会骨干义工的一致反对。我也是其
中一个。很遗憾，因为治会理念上的不同，McCombs J.B.教授
带着不解，在基金会创立后的第二年便离开了基金会。而他撰
写的章程中关于专业化的部分也没有被采纳。二十年后，这件
事带来的观念冲突仍让我记忆犹新。

问3：基金会初始阶段历经过不少艰难，您印象最深的是
什么？又是什么让您改变了对走专业化道路的看法？

在基金会创立的初期，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苦难和打击。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和彷徨。基金会全义工的特性在另一
个程度上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比方说，当时因为国内的政
治环境时紧时松，基金会在中国内地的协调员工作很难开
展。我联系了芝加哥中国领事馆分管教育的参赞寻求基金会
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官方支持。

基金会的最早两位协调员是我依靠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关
系找到的。对于协调员的任命书，我一直认为要做得职业
化、精致一点。这两位协调员，一位叫陈丽璇，是厦门大学
的教授；另一位叫李竟，时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他
们是我多年的好友，十分信得过。早年基金会的学生资助金
都是汇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再发放的。在发放资助金的过程
中，他们在国内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那封领事馆的
官方文件，他们很可能已经惹上官司，有牢狱之灾。即便如
此，当年在基金会内部，也并非人人都赞成与领事馆联系这
件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全义工组织的决策机制
有待完善。

类似上述事件在逐年增加，因为基金会的事情越做越
大，人员也在增多，观念和想法也常常很不一样。决定一个
项目的去留，一个事情的进退，或是一个人员的变动，都有
可能有分歧，有意见，甚至有争执。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想
起当时McCombs教授离去的原因，同时，我也会审视自己的
工作，努力寻找提高的办法。另一方面，在美国呆的时间越
长，很多思想观念也发生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工作以来，也
间接了解美国慈善事业的一些情况，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慈
善机构是没有专业人员的。这些都深深触动了我，也开始渐
渐觉得走专业化道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问4：走专业化的道路是一个很大挑战，您能不能再进一
步讲讲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具体的操作呢。

在美国生活的久了，你会发现违背了两个规律，你什么
事情也做不好：一个是经济规律，一个是自利规律。具体的
操作就是在捐款中明确写出一部分是作为基金会的运作费
用。其实，不少捐款人也是很愿意把钱捐给一个有着成熟架
构，高效运作的组织的。OCEF应该开始雇用专业人员，全职
半职都可以，一个人也可以，但是，要踏出这一步，就很不
简单。

另外，基金会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难免会有些法律纠
纷，一个有专业人士的机构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问5：国内的义工网络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队伍不断扩
大，甚至不少被资助过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也成为基金会的义
工，这是十分可喜的。如何更好地组织国内义工工作，您有
何建议？包括组织架构上，或运作方式上。

我在回国的时候也和不少助学的基金会谈过。他们一
致感觉，对于一个慈善基金会来说，如何用钱才是关键，
同时也是最大的问题。如何把钱花出去能面对捐款人，如
何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OCEF在国内的义工，不少工作条件非常艰苦，经常
要出差到边远的地方去。我的一些感触是：一，一定要有
监督机制，其实，基金会已经开始慢慢地做起来了。只有
互相检查工作，才能真正的形成内部的自清系统。二是要
把钱集中花在某些地区。这样既容易管理也好出成效。只
要把一个地方做好了，就会有辐射效应，把其他地方都带
动起来。三是，可以做大一些项目，象建校、课桌椅捐赠
等。四是农村伤残孩子是一个还没有很多关注的角落，基
金会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OCEF走专业化的道路是我一直的心愿。也许我们现在的
基础还不够，但是，有勇气前进就一定会见到曙光。在此，
我也祝愿OCEF发展壮大，能帮助更多的孩子完成学业，改变
人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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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你是92年第一届副会长和第二届会长，请问当时
是怎样的机缘使得你和其他同仁创建这样一个基金会？“中
国教育救援基金会”这个名字的由来？当时你们觉得中国的
教育到了危难的时候了吗？

基金会当时是由一些北美的中国留学生，凭着满腔的
热情，抱着朴实的想法，受到国外公益组织和国内“希望工
程”的启发，由首任会长施文元在网上倡议，由一批留学生
响应而创建的。我们觉得自己都是有幸抓住一些机遇的幸运
儿，应该帮助那些还没有机会的人。

为什么取名“教育救援”？这是当时通过网上投票，
搜集不同意见，又经过最终权衡决定的。除了这个名字容易
引起大家的关注以外，更多是基于当时国内的大背景。虽然
有口号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八亿农
村人的儿童教育问题依然令人心酸。眼看祖国落后的教育
水平与经济的腾飞不成正比，我们怀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觉得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提高教育水平，应该从教育开始帮助
祖国。基于这些共识，我们决定取名为“中国教育救援基金
会”，英文名SOS China Education Fund（SOSCEF）也容易
引起更多人关注。

问2：我们很有兴趣知道首批学童的申请是通过什么渠道
联系上的？当时通讯远没现在发达，尤其是国内的偏远农村，
有哪些人或事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92、93年的起步阶段，只能通过熟人朋友之间的介绍来
联系受助学童。当时基金会没有经验，和国内又相距甚远，
所以我们建立了国内协调员制度（约有20个左右）来开展一
线工作。我们当时的留学生中，有出身农家的学生，他们家
乡的孩子便成为首批申请者；还有的通过国内的老师牵线搭
桥，或地方政府推荐，最终搜集了第一批123位受助儿童。

国内义工中，起步阶段的几位朋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比如北京天文台的李竟先生和厦门大学的陈丽璇教授就
是最早的协调员。他们承担着重要的协调任务，在国内国
外之间转发信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甚至引起国安局的注
意，并找李竟谈过话。而陈教授则以个人名誉担保，建立值
得信任的个人账户，将海外捐款换成人民币存入该账户。至
于款项是否到达学生手中，当时缺乏足够的财务凭证，只能
通过学生和学校的反馈，比如来信作为发款凭证。二位老师

通过这些艰难的方式建立起一套财务进出的证明档案。

问3：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成立基金会要克服什么样
的困难？包括在留学生中，在学校里，甚至在社会上，人们
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又是什么因素在推进事情的前行？

我们当时留学生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好，有不少人靠打
工维持。尽管如此，为了表达一片心意，我们依然在网上和
大学生中发起“一元钱捐助”。由于资金量有限，为了保证
资助的持续性，我们不敢扩大受捐助学生群体，只能够“量
入为出”。直到现在，我心中依然有个隐隐的痛：在我任期
两年中，收到许多孩子的来信和申请。可是当时基金会财力
实在有限，只能资助其中很少一部分的孩子。在我家的地下
室里至今仍保存着一箱来自贵州的孩子们的信件和申请表，
因为资金问题得不到处理，成了心里永远的遗憾......

基金会成立之初，有过不少的分歧和争论。有的质疑
这个组织到底有无存在的必要，因为有人认为抓好教育应该
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更何况在国内，当时的公益组织得不到
合法身份，要靠我们这几个人的力量改变这一切，难度非常
大。不过争论中，最后占上风的思想是“与其诅咒黑暗，不
如燃起明烛”，我们相信，每个人出点力，就能改变很多东
西，我们可以让社会知道教育没有被遗忘，可以让贫困的孩
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基金会的成立和运作可以说是个奇迹！因为我们都不是
专业人士，也不是全职管理人员，起初不知怎样开展事务，
一切都靠摸索。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时公司注册在加
州，捐款需汇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账号，最后捐款以支票
和汇票存在伊利诺伊州的银行账号里。这是因为留学生分布
在不同地区和大学造成的。为了消除捐款者的疑虑，解答各
种问题，基金会编辑了SOSCEF问题解答，分发给公众。

当基金会运作到一定程度，内部力不从心的情况也越
来越严重，因为大家都要忙于学业，有的还要顾及家庭，且
我们不是职业化的公益组织，不可能付工资给大家，只能靠
义工们的牺牲精神来维持。另外，由于刚开始只在华人圈募
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互联网虽然有它的优点，但
也有其局限性，募捐的影响力有限。所以在93、94年，当我
们运作到一定程度，遇到了瓶颈。

吴雅楠访谈录
采访人：   江新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人物简介：

吴雅楠先生是OCEF的“元老”之一。1992－1999年间历任基
金会副会长、会长，秘书长。吴雅楠常年旅居美国、加拿大，两
年前回国发展，虽然公务非常忙，他仍然抽时间接受了采访。吴
先生分享了许多宝贵的早期资料，包括当年第“0”期基金会会
刊，当年基金会起步的艰难状况，以及二十年前中国留学生们身
在海外，心系祖国，为挽救和提升祖国的教育事业而殚精竭虑的
动人故事。在OCEFD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吴雅楠决定再度出山，
参与基金会工作 。

回过头来看，梁敢的加入是一个重要转折。他为基金会
牺牲了许多，包括家庭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没有这些牺牲，
无法保证基金会工作的顺利推进。同时，因为他社交能力
强，人缘广，带动基金会走出了虚拟网络，进入社团社区，
并创新了各种筹款形式，比如组织殷承宗慈善钢琴演奏会等
等，使得基金会的影响力慢慢扩大，扎根于社会中。

问4：尽管有创业的艰苦，但也一定有乐趣，可以和大家
分享一些有趣或难忘的记忆吗？

说起有趣的事情，大家有时会因为工作和工作之外的话题
在电话里畅谈几个小时，也会在电子邮件里因为某项制度的建
立而你来我往地激烈辩论。那时，互联网也才刚刚开始，大
家电脑中文输入并不流畅，所以有时常常在电子邮件里中英
文并用。

加州Tina（缪玉婷）组织第一次SOSCEF的T－恤义卖活
动令人难忘，李曼负责Logo和T－恤设计。当我第一次拿到T-
恤时，觉得有种见到亲人的亲切感和找到组织的自豪感。开
始经常穿，也顺带宣传SOSCEF，穿了几次后，便把T-恤保存
起来，怕洗坏了。这如今成了我压箱底的T恤，穿起它，就又
会想起许多往事……

由于我们中国学生多为理工科，对于成立一个基金会所
需的法律手续一无所知。这时，有一位叫做McComb J.B.的美
国法学院教授担任第一届秘书长，运用其法律知识，他帮助
我们建组织，设章程，使得基金会能够在北美合法地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康婕女士当时负责财务，最尽职，也最
辛苦。她设立了捐款账号，认真细心地管好每一笔账目。加
拿大的陈志刚为“一元钱”捐助活动也花了不少心血。

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温暖的是：当时我们团队的成员大
都既纯真，又有激情，常常在网络上为了共同的理想密切联
系。虽然很多人并没有见过面，但不论谁，只要因为出差或
旅行到其他义工所在的州，当地义工就会像老朋友一样接待
大家。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去美国新墨西哥州做研究，从加拿
大开车到美国，途径不同的州，一路都受到基金会朋友的接
待，大家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似曾相识，如同老友团聚，那
种温馨永远值得留存心底。有次梁敢一家也曾路过我在新

墨西哥州的家，并短暂逗留，当时他的两个女儿还小。前
不久聊起来，才得知她们已经工作，长大成人了，真是感
叹时光飞逝啊。

问5：您现在国内工作，目前国家经济形势与二十年前
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教育现状仍令人担忧，你
一定有更多更深的感悟，在你看来，我们怎样才能帮助更
多的孩子？

前不久我去了一次四川省凉山地区，看望我公司为
其资助图书馆的一所小学，看后感慨良多，我再一次面对
那种“熟悉”的心酸和心痛。学校依然缺乏教师，孩子们
渴望学习，可是没有足够的条件，还是黑暗的小矮屋当教
室，仅有的两位老师很羡慕他人的打工生活，心里却割舍
不下这些孩子，依然在挣扎中坚持，甚至靠在外打工的妻
子维持日常开支......

未来，OCEF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事要做，不
仅要继续传承理念，还可以拓展更多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的教
师和孩子，让他们觉得不孤独，让他们知道还有人在关心他
们，给他们坚持下来的动力，除了资助钱款和图书以外，还
可以提供“免费午餐”，吸引更多家长送孩子上学，还可以
帮助农村教师增加教学资源，经济上予以资助等等。

这次二十周年庆活动，我欣喜地看到新老义工们在相互
联系和积极策划，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感谢生活给我们带
来的相遇，相互支持和相互激励，我将来有机会也会和上海
组的朋友们见面畅谈。

二十年前，我写过这段话，“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
道，一个人的声音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一批有着共识的人聚在
一起，就会向社会昭示出一种力量，传达出一个声音…...如果
有一天，基金会能给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声音：“教育，我们
没有忘记你！”，那么基金会和会员们的努力就没白费！”

很感谢和敬重OCEF的朋友们的坚持，正是因为了这一份
坚持，许多孩子们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改变。祝愿OCEF成为更
多人生命的祝福！

吴雅楠(中)四川凉山之行

吴雅楠(左一)四川凉山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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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您是如何加入到OCEF慈善助学中的？

我本人一直视助学为文人之天职。我为OCEF服务，经
过简单，没有经历“困难时刻”。那是1993年，我的一位学
生，王树军，赴美留学后来信向我介绍SOSCEF海外教育救援
基金会（即OCEF前身），并询问我是否能为基金会承担往来
邮件处理的工作。由于事关有益于青少年的基础教育，而我
又力所能及，加之又是学生之友求助，我随即承诺。和基金
会负责人经过几番联系，特别是收到经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
领使馆认证的基金会签函后，使我感受到了基金会助学透明
公开的精神。从此我便决定义无反顾，踏踏实实地为基金会
做好中美协调工作。

问2：当时基金会并没有专业运作经验，协调员是如何开
展工作的，面临了哪些困难？

90年代初期电子邮件尚未在中国推广，甚至连传真都不
是很方便。通讯联络主要依靠信件邮寄。协调员的工作就是

要收集贫困学童的申请，及时邮寄到基金会在美国加州的
联络处，同时也会将一些基金会的反馈寄到学童手中。这
个联络转接工作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并不参
与资助金接收及发放工作。当时货币兑换及发款是依靠厦
门大学的陈丽璇教授来经手（注：基金会从创立伊始，就
把学生申请审批和资助金发放工作分开进行，以保证公平
公开，避免审批权与发款权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我和
陈教授共事若干年，在那个时期为基金会事宜常有联络，
但至今未见过面。我自接手邮件事务之初即建议使用我个
人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后来更名为国家天文台）的
信箱收发邮件以求节约在邮局租赁邮箱的开销。另外我会
整理书信，申请书和成绩单等信件，去除信封，誊写清楚
地址和联系人的信息，重新封存文件邮包再寄往美国。这
样也可以节省包裹投递费用。

问3：那时一年要周转多少邮件呢？所有邮件都是以
您个人名义来处理吗？

周转的邮件除了包括书信，申请书和成绩单还有资
助费收据、求助和致谢的函件以及基金会寄给受助学校
老师的信件。一年平均有80-90份邮件和包裹吧，基本
上以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地区居多，也有江西、甘
肃、四川等十几个省份。这些事都很琐碎，但一定要细
心去做。我曾经存有详尽的函件收发纪录和邮资收据，
但由于电脑更新，昔日资料未能继续保存，至今有点遗
憾。邮件都是以我个人名义来处理的，如此频繁的海外函
件曾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多亏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中
国驻美领使馆的签函，才消除了各方面的疑虑。

问4：您后来中断了和OCEF的联系，这其中发生了
什么事？

原因在我。2001的时候，我年事已高，又刚刚经历
了心脏外科手术，身体不如往前。加上国家天文台的本部
自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迁往朝阳区奥运村，我的个人信箱
也随之迁往。因此往返住所和天文台的次数日益减少，不
可避免地会延误信件收发收转。我怕延误信件周转，便提
出更换协调员。基金会考虑到我的身体情况，也就同意了
我卸任协调员工作。2002年，我十分高兴地收到OCEF寄
来的牌匾：《功在华夏  利在千秋》。十多年来，一直珍
藏，这是一段美好的往事。

问5：那是对您老热心助学的最好回报。正因为有你
们当初艰难的起步，才有今天的成就，有超过4万人次的

  人物简介：

现年84岁高龄的李竟教授自上世纪三十
年代开始对太空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投身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研究。从1959年起，
李竟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和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至今，
他仍活跃在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演讲团的科普
工作中。李教授与厦门大学的陈丽璇教授是基
金会在中国最早的两位义工。从1993至2001
年，李教授作为基金会的第一位协调员，默默
地搭建着北美华人与中国贫困学童之间的沟通
桥梁，承担着中国大陆与北美总协调的重任。

李竟访谈录
    助学为文人天职

采访人：   王钢
采访时间：2012年8月

1993年底或94年初，我在《华夏文摘》上看到关于基金会
的报道，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发email给基金会，表示
有兴趣参加。很快，我就收到同在休斯顿的梁敢打来的电话，相
谈甚欢，于是成了基金会的一员。那是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年。

万事开头难，基金会成立头几年，义工少、筹款方式单调。
主要是靠会员在亲友、同事间宣传推广，再加上街头募捐，筹到
的善款不算多，大概几千美金一年。我们最早的资助项目也比较
单一，主要是资助九年制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学生的学杂费。
基金会1993-1995年资助学生总数不到四百人次，不超过10个学
校。根据协调员的建议，每人每年有150，200，或300元不等。

当时基金会的海外事务主要就是在美加各地做筹款，多半
是趁着春节晚会、舞会的时候，拿募捐箱到现场摆摊宣传。印象
中，我们在休斯顿做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University of Houston
做募捐。中国事务由鲍敏琪、吴雅楠等会员通过亲友和老师等找
在农村的协调员，让他们来推荐需要帮助的学生，确保北美捐款
可以顺利送到学生手中。我当时主要负责跟中国方面的联络，发
款到中国去，跟中国的协调员联系，核实名单，确保钱款到位。

我们当年的北美会员也考虑过是否要亲自回中国实地考察资
助项目。但有些事情总归有可能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而考察要

杨凡访谈录
采访人：   陈飞龙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人物简介：

杨 凡 先 生 , 1 9 9 7 年 获 得 R i c e 
Ｕniversity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1993年开始参加海外教育救援会
（OCEF前身）, 于1995－1996年
间担任会长职务，现居波士顿，
任职生物信息工程师。OCEF二
十周年之际，杨凡决定再度出
山，参与基金会工作，协助基金
会改进财务数据系统。

杨凡（左一）与梁敢（右一）
摄于1994年5月

学童得到了帮助。在自豪和庆贺的同时，
你对OCEF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自从2002年后，我和OCEF失去了的
联系，音信全无，甚至不清楚OCEF是否仍
在持续运作。毕竟这些年来中国在逐年加
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如今了解到OCEF依然
在助学方面发挥作用，发扬光大，我由衷
地高兴，真心祝福OCEF，继续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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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不一定划算，尤其是当时基金会规模比较小，筹到
的善款也不多。最后大家决定还是信任那些由我们义工推
荐的地方协调员，让他们来负责这部分工作。

据说现在国内9年制义务教育落实得比较好，如果这
样的话，确实可以争取在书本、设备方面改进，让教育质
量提高。以前钱少，只能够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帮助
孩子们去上学。现在有能力的话，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教师。我有一个体会是，现
在美国的day care (幼儿日托服务), 设备没太大区别，不同
的是教师的质量。中国乡村教师很贫困，以前OCEF没钱，
做不了什么；现在有没有在老师身上花钱？老师很重要。
让老师安心，才会用心来教书育人。我觉得在教师方面投
入的比例可以达到20%-30%，除了在设备投入，更应该重
视人的因素。OCEF可以奖励在贫苦地区长期坚持的老师，
承认他们的贡献。

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强大了、富有了，政府完全
有能力、也有责任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不应该还借助民
间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对这种观点，看法因人而异。我个
人观点跟家里人也不同。我自己觉得，别人怎么想我管不
着；这是我个人对国家尽一点心。像许多留学生一样，我
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国家怎么花钱我管不着，做别的事
情也有意义，比如说航天、航空、火箭。我做自己的事情
就好了。有人从中得到帮助，就好了。重要的是把钱花在
值得的地方。

最近中国大陆的某些慈善机构出了些丑闻，我想这在
一定程度上让公众失去了对慈善机构，不管是官方还是民
间组织的信任。我赞成加大透明度，需要加大人力投入来
做这方面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只能看到OCEF的年度报告，
这不够好，最好能把季度报告也公布出来。作为生物信息
方面的工作者，我觉得只要有数据库，通过一些script，可

以自动生成报告；这样就可以经常有更新，是增加透明度
的好办法。现在OCEF搞网络募捐，更应该把网站做好。例
如数据库的建立、存储、统计、分析等功能需要加强，如
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另外补充一下，信者
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我们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以前我们
跟政府、官方慈善机构没有联系，是独立的组织。现在也
要保持这种独立。独立好，之前出问题的慈善组织是官方
背景的，OCEF独立运作就不会受连累。

你们这个采访活动很好，总结过去二十年来的工作；
不过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和将来的工作。历史不需要花更多
的笔墨。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现实需求和目标。之前我在
上班路上，听到电台募捐，目标是10万；达到这个目标就
停止，恢复正常的节目播报。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有个
目标就有动力去实现。另外还可以加强捐款match(配捐项
目)。比如说找某些大捐款人，定一个上限，在这个上限之
内来match：在特定时间段内别人捐了多少钱，这些大捐
款人也捐出同样的数目。

回顾过去二十年，基金会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
家的热情。大家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想要为中国做些事
情。最大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热情，有动力，象个温暖的
大家庭。梁敢是个很好的领军人物，很有亲和力。我参加
OCEF后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跟梁敢、王旭他们在休
斯顿合作地也很愉快。

我想感谢现在的义工。个人感受来说，时间是最宝贵
的。很多义工有家有口（我自己也是），时间宝贵；我想
感谢这些义工还在坚持，把OCEF做得这么大。希望他们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下去。个人事情先处理好，在力
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社会做点事情，这样才能长久。我想对
OCEF的义工说，你们已经做得很好。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工
作，希望越做越大。希望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我会每年
都捐款。

杨凡与女儿摄于2012年春

问1：作为久居美国的华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以
及和基金会发展的历史关系？

基金会的发展与国内这些年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比如
说基金会在1992年创立，当时正值国内希望工程成立不久。
所以大家也是通过像希望工程这样的渠道了解到中国农村还
有那么多失学的孩子，之后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就成立了这
个组织，当时的名字是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或SOSChina 
Education Fund (SOSCEF)。我们组织的活动都是跟中国同
步的。随著中国的经济教育的发展，比如前几年中国政府实
施了“两免一补”对农村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们给予了一定
的经济上的帮助。因此基金会也对资助项目做了调整，比如
说，因为初中生和小学生受到了“两免一补”一定的帮助，
基金会把资助的重点转向高中生，再比如我们在农村地区提
高教育条件上也加大了力度，像图书馆项目。总而言之，我
们基金会的发展方向是随著中国的改变和发展来调整资助项
目，以达到帮助和满足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孩子的教育和改善
改善学校教学条件的需要。

问2：在您任职期间，有那些最难忘的人和事情? (包括您
自己做过哪些主要贡献)

我们基金会是经过很多很多义工的共同努力才把一个从
二十几个人的组织发展到数以千记的义工和捐款人组成的大家
庭，现在已经达到资助贫困学生四万多人次的规模。这也是成
千上万的义工和捐款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基金会的很多骨干义
工令人感激和难忘，但最难忘的人当属在我任会长期间，长期
与我一起工作的搭挡，前后两任秘书长的周本初先生和杨敏。
是他们的默契配合，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全心全意的支持使我
能顺利的完成很多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在我当会长的大概
11年期间，秘书长周本初先生从1999到2005年任职于秘书长
和副会长。当时他已经是65岁左右了，可是他有帮助贫困孩
子的一腔热情和理想。在1998年基金会濒临解散之际，力挽
狂澜，在休士顿地区组织和网罗了一大批热心的新义工，使基
金会的慈善助学事业得以延续下去。在任秘书长期间，他任劳
任怨，负责休斯敦地区的义工和社团的联系工作。他本人还举
行过自己的书法作品义卖展，为基金会募得可贵的资金。他对
我们这样的后辈更是爱护有加，循循善诱，给大家很大的精神
鼓励，是我们晚辈的楷模。他是我在基金会成立20年来最敬
佩的人之一，周老先生现在在国内，今年已经有75岁高龄。

另外一位是2008-2011年期间作为秘书长的杨敏。她
的敬业精神，待人态度，团队精神，协调能力，专业素养都

1993年，梁敢教授加入基金会，时值基金会创立
后第二年。1998年，梁敢教授在基金会面临解散边缘
时 当 仁 不 让 扛 起 大 梁 当 起 基 金 会 的 会 长 。 期 间 除 了
2006至2007两年外，梁敢担任会长重任十几个春秋，
直到2011年10月。为了OCEF的壮大发展，梁教授不
得不放弃了他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机。梁教授不是我第
一个采访的人，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元老义工
提起他名字和他的事迹，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没有
梁敢，就没有基金会的今天”。拿着二十年前的相片
与站在面前的梁敢相比，这样一位为帮助中国贫困地
区孩子得到教育而无私奉献的人，二十年来居然未显苍老。这可能就是人在做好事、做
对的事的时候会因快乐而变得更年轻吧。采访结束后跟梁教授闲谈时惊异地发现，梁教
授一家三代都是基金会的义工：他父亲在1997-2001年就是基金会的协调员，他岳父唐继
英先生曾于2004年在休斯顿举行“书法义卖展”为基金会筹款，梁教授的妹妹是基金会
高中校方代表，他的大女儿是基金会青少年组（Youth Club）的第一任主席，并为OCEF
在耶鲁大学开展捐款活动，小女儿和太太长期为基金会做义工。因此梁教授对基金会的
贡献远远不止他个人的付出，他甚至把自己一家三代人都带进来了，令我们非常敬佩。

梁敢2012年6月摄于中国甘肃

人物简介：

梁敢，中国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毕业于北
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3年通过李政道教授主持的
CUSPEA物理留学项目赴美留学，1990年获新泽西州
Rutgers大学固体物理博士学位。现任德克萨斯州山姆
休斯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曾任休斯顿北京大学校
友会会长，休斯顿知青联谊会副会长。

梁敢访谈录

采访人：   李鲁航 & 郭晓菲
（Lance Li & Shawfay Guo）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踏遍青山人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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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流的。她总有好点子来处理难题，做事情效率高，并且
中英文文笔极好，写出来的文章文笔流畅优美。能有机会与
基金会的这两位秘书长一起长期搭挡，真是人生极大的愉快
和幸运。回忆往事，脑海中会浮现一大串极其优秀义工的身
影，像创始会长施文元和第二任会长吴雅楠，与他们一道工
作受益良多。还有坚持不懈做义工十九年的元老义工缪玉亭
(Tina)，她识人善用的本领超群，她推荐给我的义工都是百分
之百的将才。还有前任会长郭浩宇，能力属于全能冠军型，
处事周到，看问题深刻，办法多。还有像陈世仪，他从1997
年参加基金会到现在也是任劳任怨，苦累的活分配他做二话
不说。基金会副会长孙静和黄晓帆也为基金会发展做出了诸
多贡献。还有我们现任会长魏庆泓也是一个组织能力和专业
素养很强的领导人物。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骨干在我们基金
会太多了，难以一一提及，大家都是值得我尊敬、佩服的！

问3：基金会初始阶段经经过不少艰难，请您讲几个令您
记忆犹新的困难时刻吧。

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要发展其实有很多困难，
因为我们的义工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大家在沟通上交流上有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甚至有些多年的义工连一次面都没见到
过。由于义工主要靠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做基金会的事，在北
美或者海外的义工本来就特别忙，有事业有家庭等等，所以
能长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基金会1992成立，到了1998年，能继续坚持下来的义
工已经不多了，困难使人望而却步。那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
很难找到人自愿来当会长了，因为会长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
非常大的。当时基金会内部有很大的声音，大家纷纷议论说
乾脆把基金会解散。就在那时，我们的周本初先生联系到了
一些居住在休斯敦的老义工们和热心人士，商量在休斯敦成
立分会，以休斯敦社团的方式来展开活动。我也是由那时候
受到周本初先生的极力鼓励而决定开始担任会长。经过我们
在休斯敦的一番努力，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我们把基

金会从解散的边缘挽救了回来，继续发展壮大。这是基金会
的转折点，令我记忆犹新。

第二个就是2008年我当会长期间，那年6月1号在高速公
路出了一次严重的连环车祸，生命几乎不保，被直升飞机直
接送到医院去。恢复疗养了三个月后我才能正常走路。那时
候OCEF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有三个理事包括副会长和
秘书长由於个人原因退会或辞职，理事数目急减，令基金会
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有人甚至提出是不是要采取理事轮流
做会长的方式来运作。后来由於有新人加入理事会，OCEF才
又转危为安，包括杨敏担任会长助理而后任秘书长，王安雯
担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李瑶加入特殊项目组。他们都
是那年9月到11月加入了理事会的。他们的加入使得基金会得
以持续下来，并继续壮大。

我们基金会其实挺幸运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有新鲜
血液补充进来，众志成城度过难关。

问4：从您的经验里, 可否讲几件展现我们团队合作的精
神的事绩? 再请您说说团队密切的合作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大家都是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
聚集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所以团队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特
别是做一些大的项目，需要大家花大量时间，并根据各自的
能力来承担任务。举个例子，1999年我们在休斯敦举办了一
场“殷承宗钢琴独奏会”。演奏会的目的除了募捐之外同时
希望在休斯敦华人社区中宣传我们组织和理念。这是个规模
比较大的项目，要做的事情包括售票，租场地，宣传，演唱
安排，拉广告赞助等等。这一系列工作以及募捐活动都需要
有义工来承担。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领导团队，
当时我们休斯敦分会理事会的义工们踊跃出来承担职责。比
如出售演奏会的门票，卖票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艰巨的，因
为卖不掉票我们办的活动不但募不到款而且会赔上自己的本
钱。我们租的休斯顿大学的演奏厅能坐八百多人，要把那些

图片说明：
梁敢（左一）吴亚南（右一）

梁敢（左一）与吴雅楠(右一)
1993年摄于美国新墨西哥州Los Alamos

票都卖出去我们需要联络休斯敦各方面的华人组织。经
过我们这个团队的多方面努力，我们成功的举办了这次
活动并且把基金会的名字宣传了出去。这场演出轰动了
整个休士顿的华人社区。据当时媒体报导，演出的质量
是休士顿华人举办的音乐会中有史以来最高的。著名钢
琴家殷承宗在演奏时，整个观众席总能保持非常安静，
鸦雀无声的。通常一些演奏会现场难免会有一些噪声。
通过那一次活动，我们募到了一万四千美元。在1999年
来说这是很大一笔捐款，当时真是群情振奋，这也是通
过我们这个团队的密切合作才能做成的一件事情。

问5：OCEF是一个没有大财团资助也没有任何背景
的草根组织,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基金会能发展壮大到
今天？

基金会能够从1992年一直发展到今天，第一是由
于我们基金会的目标非常有意义，那就是集合大家的努
力来帮助中国地区的贫困孩子上学，从而提高中国贫困
乡村教育发展水平。因为对中华民族来说，教育非常重
要，它对一个民族的素质提高以及民族的强盛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目标能够吸引很
多志同道合的义工地加入。

第二是基金会义工的理念都非常相同。我们大家都
是按照制度跟章程来办事的，就是大家认同理念范围内
的一些规章制度。正因为有了这些最基本的规章制度，
我们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基金会的这个制度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三就是我们的一些骨干义工，基本都是在国内
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在深刻认识到教育重要性的同
时，他们的素质都比较高。大家也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去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没有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也令义工
能长期共事下去，并在当地建立很好的名声让大家去相
信我们做的事。大家相信了我们这群人才能得到大家更
多的支持。

总结一下就是，一. 树立了正确理念 二. 制度建设完
善 三. 义工素质高无私心令我们基金会能够一直走下去一
直壮大。

问6：国内的义工网络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队伍不
断扩大，甚至不少被资助过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成为
基金会的义工，这是十分可喜的．如何更好地组织国内
义工工作，您有何建议？

国内的工作相对我们国外的工作有些不同，国外的话
主要是筹款然后发回国内交给贫困孩子和学校。但是国内
的很多工作会直接接触到一些贫困地区。如果想把我们募
来的资金拿到那些学校并用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必须要慎
重的选择受助学校和学生。第二个就是钱的转发过程需要
一套完善紧密的监督过程。这个牵扯到的工作量很大，包
括学生的回馈和给捐款人报告。所以OCEF在国内有多个工
作组，目前我们需要雇用一些专职人员做一般义工做不到
的事情，比如说去实地调查和发款。

因为我们基金会现在在国内还没有注册，所以我们二
十年来一直在国外做筹款活动。将来如果我们可以在中国
注册的话，或许也可以尝试在中国开展一些筹款活动。

 问7：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可是带
来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大批农村留守儿童依然得不到良
好的教育，您觉得基金会未来的应该朝哪些方向发展？

我们基金会成立之初主要是做慈善教育这一块，也就
是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OCEF将来还是会按照这
个理念发展。雪中送炭就是帮助贫困农村学生。中国近些
年地快速发展其实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在西部一些山区
农村还是需要我们基金会去加大帮助力度的。所以OCEF
还会在改善教育条件、帮助贫困孩子这方面继续做下去。
另外我们也会随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针对提高
教育质量和教育理念，或者是帮助农村贫困地区的社区建
设等方面发展一些项目。比如说图书馆项目，教师培训，
把一些现代的教育观念教给当地的老师，在总体上提高教
育的质量，并丰富其内容。

问8：您认为一个成功的基金会,一个能真正帮助越来
越多的人的基金会要必备哪些条件? 

基金会有两类，一类是全由义工组成的草根性基金
会，另一类是专业性的基金会像许多国际大型基金会等
等。我要阐述的看法针对的是草根性基金会，因为OCEF
目前仍属于这一类。一个基金会要发展，第一，目标要有
意义，理念要对。第二就是一定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来使
这样的组织能够有持续性。OCEF每年都能完成一些制度
上的完善。第三是基金会一定要有能够激励每个义工工作
热情的机制，比如义工之间相互交流想法，好的要表扬，
不好的也要给予一定的批评。第四要有工作透明度。我们
一定要让公众知道基金会的钱是如何流动的，然后积极回
答公众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不能把基金会搞成像一
个黑匣子一样，不对外公开。这也是我们基金会做的比较

好的地方，我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
都可以在网上查看。简单说来就是以
下四点：

 1，很好的目标和理念

2，完善的管理制度 

3，义工之间能激励的机制 

4，工作要有透明度 

把 这 四 点 做 好 了 ， 一 个 草 根
基金会才能持续发展做下去。我认
为我们基金会是任重道远，前途光
明。只要我们所有的义工和捐款人
能共同努力，OCEF一定会更上一层
楼，发展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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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敢的夫人和女儿在包
装寄给捐款人的资料



问1：在您任职期间，有哪些最难忘的人和事情？包括您
自己做过哪些主要贡献？

最难忘的人是前任会长梁敢教授。1997年, 时值OCEF非
常困难之际，梁敢出任会长，而后多年，他为推动基金会稳步
发展，扩大社会各界的影响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对他
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1999年OCEF为募款及扩大号召力曾举
办一个大型音乐会，由华人著名钢琴家殷承宗先生演奏“黄河
协奏曲”，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在演出前一个周末，我偶然看
见梁教授在休斯敦的新中国城广场内，一面啃馒头，一面刷浆
糊，张贴海报，这一场景至今仍非常生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另一位难忘的友人是来自台湾的老画家王绮女士（已故）
，她不仅自己出钱出力，更动员朋友共同为基金会做贡献，当
时OCEF顾问团里有一半的成员都是她引荐的。她开设的画廊经
常免费提供给基金会做活动场地，如2000年曾以其画廊为我举
办一次个人书法义卖，获得5000美元，除去一些必要的开销，
其余3000多元全部捐给了基金会。

通过这些热心人士的努力，OCEF的工作在北美华人圈里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为今后进一步扩大
业务，例如网上捐款等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问2：基金会初始阶段历经过不少艰难，您认为是什么原
因使得基金会能发展壮大到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转折点？

我认为，梁敢教授担任会长，是基金会工作进展的重要里
程碑。梁教授毕业于北大物理系，曾在美国休斯敦地区担任北
大校友会会长。他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富于同情心。但
要推动公益组织的发展，仅有这些条件自然不够。长期担任会
长意味着为OCEF长期不懈地付出，事实上梁教授业余时间都
投入到基金会工作中；不仅如此，他的家人也为基金会付出不
少，其夫人始终全心全力支持他，两个优秀的女儿也一同参与
基金会的工作。他带动了许多朋友长期支持OCEF的工作。

我始终觉得OCEF很幸能够有这样一位老会长。不久前我
与梁教授在电话里聊天时，梁教授说这十多年来为了基金会的
发展，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工作中的一些研发机会。但他仍
认为只要能为中国农村贫困孩子们提供一些实质上的帮助，这
些个人牺牲是值得的，甚至是必要的。

正因为有如梁教授这样的优秀中国留学生做榜样，海内
外华人圈中对中国留学生的判断也大为改观，发现留学生不
再是只关心自己，而是能够有组织地去帮助他人。

问3：作为久居美国的华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以
及和基金会发展的历史关系？

周本初访谈录
登高不以艰险而止
积善不以穷否而怨
采访人：   江新
采访时间：2012年6月

    人物简介：

周 本 初 教 授 现 年 7 6 岁 ， 他 生 于 大
陆，长于台湾，旅美四十余年，2003年
底自美国休斯敦大学退休。周教授一直
从事电子材料的研发工作，他所创立的
《光的优势理论》（相对于传统的热激
发而言）曾引起世界轰动。70年代，他
撒一腔热血投入美国华人保钓运动；90
年代，他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为改善中
国农村贫困儿童受教育问题四处奔走。
周教授历任基金会秘书长，理事等职，
为促进OCEF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千禧年
代，他回到中国教书育人，任教于吉林
大学。

我认为，基金会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同步的。中国
这几十年来，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
很大提升。不过，一个国家真正要强大起来，硬件和软件
都要进步。

比如在精神文明方面，比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青
少年教育的正确引导，这些皆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些年
来，OCEF尽管能力范围有限，但依然尽力帮助了中国“
软件”的进步。比如说，一个农村孩子，得到了300元人
民币的资助，这笔钱很可能对孩子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然，这也不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他人
的善意和关心，感受到正面的力量，使得他会有心去关心
他人，弟弟妹妹等。对孩子的教育，光说教显得很苍白，
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些被资助过的
孩子，长大后加入基金会成为帮助别人的义工，就是很好
的例证，是因为他们心里已经被播下了对人生的希望。

问4：国内的义工网络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队伍不
断扩大，甚至不少被资助过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成为基
金会的义工，这是十分可喜的。如何更好地组织国内义工
工作，您有何建议？包括组织架构上，或运作方式上。

我想借此机会向国内广大的义工群体表示由衷地感
谢！相比在美国的基金会工作而言，国内义工的工作和条
件要艰苦得多，尤其是地方协调员是最辛苦的，他们翻山
越岭，不辞劳苦地进行家庭探访和学校访问，取得大量宝
贵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成为捐款人参考的重要
依据，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慈善业不够透明，工作不够仔细
的印象，赢得了社会的信任，这可以说在中国民间慈善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还有北京天文台李竟教授和厦门大学陈丽璇教
授等几位，过去曾为基金会负责账目管理，他们认真仔
细，几年来都毫无差错，非常不易。如果没有国内义工
长期而无私的奉献，不能想象基金会有今天。

问5：三十年来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一些社会
问题，比如大批农村留守儿童依然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您觉得基金会下一步应该更关注哪些方面的工作？

这个问题很宏大，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飞速进展过
程中带来的问题。基金会能够产生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有
限的。不过如果有机会，基金会可以扮演建议的角色，
也可以把这些年的成绩和运作经验与政府，社会分享，
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不同于国外的许多公益组织的发展，OCEF没有实力
雄厚的财团支持，一直凭借大批义工良好的愿望、理想
和有限的能力来达成目标，这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是
罕见的，我们完全可以引以为豪！这些成功的经验，今
后我们要更多地向社会，以及世界介绍。

问6：尽管历经坎坷，前景依然美好。您对OCEF有什么
期许？

我认为中国这几年发展到一定程度，遇到一些瓶
颈和困难，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但绝不能因此而止步不
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抱怨和观望，我们都有责任去做
一点事情，推动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

同时，未来世界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也极其需要中国
人的参与，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社会已发展到一定的
极限，视野也深受限制，只有与包容性与理想性皆极强
的中国文化进行有机的契合，才能找到新的突破点。

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成长，我们
一点一滴的努力也给他/她们带来希望。我们只要一年年
坚持做下去，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我们就是胜利!

不求名利，只为内心的安宁；不畏困难，因为同行
路上，有你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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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初教授2002年在基金会成立十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知道OCEF，起源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国内
的希望工程刚开始不久，宣传的攻势比较大。记得那是1993
年，我当时在美国念研究生，看到希望工程不少报道，看了
那些贫困孩子的照片很感动。记得那张打动过很多人的“大
眼睛”图片么，我很想帮助那些孩子，却不知要如何捐款，
到哪里捐款。

正好看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有OCEF的前身“中国
教育救援基金会”的简单介绍。觉得基金会的章程和理念很
不错。跟着在《枫华园》看到有关基金会的更详细的特别报
道，詹凯君写的一篇关于贫困辍学孩子的文章，我看了很多
遍，非常感动，于是就按上面的联系方式发了一个电子邮
件，表示想捐助几个孩子。

不想OCEF的那些义工非常热情，很多人给我回了邮件。
恰逢当时基金会的秘书长（第一任会长）施文
元来洛杉矶开会，他竟然特地到圣塔巴巴拉看
我。我很感动，发动了身边很多朋友捐款，那
一次，一共捐了一千多元。

现在看来，一千多块并不是什么大数目，可
是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比较大一笔数字。一方面，
那时留学生生活很清贫，很多人还要靠在餐馆打
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90年代初，很多来自大

陆的人，都经历过比较多的坎坷，对募款比较有戒心。基金会
刚成立时，募捐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在各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发起“一元钱捐助”的活动，就是发动每人捐一块钱，从
19所大学的中国同学里共募到一千多元。

因为想捐助几个孩子，我向基金会表示想看看孩子们
申请材料的想法。没想到过了几天，收到一个很大的邮包，
他们居然把所有孩子的资料原件全都寄给了我！从这件事
也可以看出，那时基金会的工作还比较松散。—直到1997
年，OCEF发展的依旧很缓慢：义工少、募集的款项少、捐助
的孩子也少。

OCEF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整个组织好几次
都差点无法运作下去。那时候OCEF仅仅通过电邮联系运作，
几乎所有义工都是分散于北美各地的在校学生，很多人彼此
间从未见过。而且没有发展规划和内部分工的概念，忙的人
忙死，闲的人闲死，许多人做得太累了就离开了。那时候的
会长什么事都要自己做，学生审批、发款、宣传募款、回复
信函等等，几乎每一任会长都累垮了。

施文元当了一年会长，跟着雅楠做了两年，累得不行了；
杨凡做了一年后也累垮了；在1998年初第四任会长王旭任期满
了之后，谁也不愿意继续做会长了。怎么办？那时王旭提议将
基金会解散， 把手头剩余的资金，转给其他机构。虽然大家为
基金会花了不少心力，做得非常辛苦，可是一听说要解散，都
很伤感。想来想去，觉得非常可惜，毕竟大家对基金会付出了

你是我甜蜜的负担

     人物简介：

缪玉亭(Tina Miao)，化学工程师。 
Tina于1993年加入OCEF前身中国教育
救援基金会，曾任基金会第五届理事会
副会长，2001年暂离基金会，2003年末
重回OCEF并着手创建OCEF北加州分
会。Tina在 2004 至 2005 年间担任北加州
分会会长，2005至2007年间担任OCEF第
九届理事会副会长(分管募捐工作)、执
行委员会委员及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主
席，2007年底至今任海外人力组组长。

作 为 一 位 十 多 年 来 一 直 服 务 于
OCEF的元老级义工，Tina无疑是OCEF
的历史见证者。从2006年的第一次访
谈，到2012年的第二次访谈，在Tina温
婉的声音里，娓娓道来OCEF二十年来
的风风雨雨。收获的是友谊，提高的是
自己，温暖了别人，照亮了自己。不求
名利，只为内心的安宁，不畏困难，因
为同行路上，有你有我。

采访人：   莉莉
采访时间：2006年7月

缪玉亭访谈录
一路有你

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合计以后，还
是决定坚持下去。 选出鲍敏琪为会长，同时建立理事会制度，
梁敢任理事会主席。

因为义工不足，几位前会长，都把身边的亲戚朋友、
父母抓过来做学生审批等工作。因为梁敢在休斯顿社区比较
活跃，人脉比较广，加上杨凡和王旭两任前会长都在休斯
顿，那里有不少人知道基金会，于是我们决定走分会的路
线，1998年
建立了休斯顿
分会。那时基
金会又缺人又
缺资金，梁敢
联系了很多社
团和义工，为
基金会募捐和
工作。当时梁
敢还在休斯顿
办 了 个 音 乐
会, 募到过万
块钱，在当地
打 响 了 名 气 , 
我们通过这件
事发现，在美
国的华人还是
很希望为国内
的慈善事业做
贡献的。

从此，休
斯顿成了基金
会的主要活动
地，我们的总
部就此转移到了休斯顿，并于2001年4月更名为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会，简称OCEF。从那时开始，基金会开始有了一个往
上升的趋势，所以说梁敢对基金会的贡献巨大。

以前，我们资助的孩子很少，每年也就能募集到一万几
千美元，资助一、两百个孩子。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
通过在Internet各个中文网站的宣传，吸引了很多休斯顿以外
的捐款。几乎全美各个洲都有捐款来，2001年还不到10个
洲，2003年就扩展到了39个，2005年已经有了41个洲。

而且义工的队伍也随之壮大，2003、2004来了很多很
多休斯顿以外的义工，一下子进来一大批，我们都来不及安排
工作。2004年OCEF成立了北加州分会。跟着在芝加哥，波士
顿，纽约，洛杉矶，多伦多等华人多，捐款多的地区成立地区
义工小组。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以前的义工年龄从60年代到
70年代出生的居多；05年开始80年代生的也来了。

1998年以前OCEF并没有网站。那时在密歇根大学做教
授的义工黄志勇，在自己的电脑服务器上为OCEF弄了一个域
名，作了一页只有基金会联系信息的网页。我则把以前的资
料收集起来后，看着别的网站就照葫芦画瓢，建立了OCEF网
站第一版。这个网站设计很原始的，每次听到义工说网站页
面很难看，呵呵，我都不敢说是自己做的。 

基金会早年，会长包揽了很多话，做义工还比较轻
松。2003年，OCEF决定要在加州成立一个分会。那时OCEF
在加州募得的钱款已经超过德州了，而加州的中国人也是最
多的。成立分会，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一切事情都
要自己做。在加州准备分会，真正做事情的也不过4、5个
人。2004、2005年是我最辛苦的两年，当时孩子还很小，
感觉像打了两份工，一下班就扑在基金会工作上，每个晚上
都忙着接电话发邮件。孩子当时两岁多，经常听我打电话，
对基金会的很多人的名字都能随口叫出来。电话一响，他就
会大声说 “Sally” 或者 “浩宇”。那时孩子很小，我讲电

话他就在我身边玩。现在孩子大些了，我讲电话不理他，
他就会严重抗议。还好我的家庭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这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从1992年到2006年，OCEF每一任会长都是令人敬
佩的，在OCEF当官就是最累的，什么事情都要做，还不
可以对任何人抱怨。他们是最苦最累，付出最多的一个。
说一个小插曲，06年浩宇接手基金会会长工作的同时传

出喜讯要当爹
了。有天看见
论坛上有人说
找老大做什么
什么事。那时
我突然想起一
句台湾谚语：
第 一 憨 做 老
爸，第二憨做
头家。这下好
了，他既是头
家又是老爸。
两个最"憨"的
责任重大的工
作，他一下子
都占全了。

另外一个
最深的感触就
是：OCEF的人
都不是人。我
们这边每次放
长假，大家出
去玩的时候，
就 是 O C E F 义

工利用假日干活的时候。在美国，感恩节相当于中国的春
节，04年的感恩节，浩宇一大清早就打电话找我讨论基金
会的工作-经常是这样的：别人在家开party，基金会义工
在干活。

若问我在OCEF得到了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交
了一大批好朋友，对世界充满信心。这个世界不很大，如
果你接触的人都是让人感觉舒服的人，那么你对世界的感
觉会很乐观。现实生活中，可能你会遇见不公平让人感觉
难受的事情，这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心理上的安慰。

我加入基金会以后，感觉生活特别有希望。我喜欢
这种气氛，喜欢这些人，感觉很亲切。虽然大家没有见过
面，但是似乎已经很熟悉了。每个人都比较单纯，和大家
一起做事情，和他们交朋友感觉非常开心。OCEF北加分会
会长黄静远(Joy)曾经说过，进了OCEF后感觉对人性比较
有信心了。

感谢每一位义工，因为有大家的付出才有基金会的今
天。不管是做了很久还是几天，基金会都很感激，不管时
间长短，有能力就做一些，没时间就暂时离开，只要有那
份心就可以。要知道，你的行为可以影响到很多人，会影
响到周围的朋友，也会带动更多的人，基金会随时欢迎大
家加入。

而很多基金会的历任会长，在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
离职之后再次以一个普通义工的身份默默投入工作。从来
没有人想在基金会树立一个位置什么的，甚至很多时候，
新来的义工都不知道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曾经做过这
么多的事情……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虽然我在基金会工作的时间比较
长，可是我始终认为，对基金会的贡献是无法只用时间长
短去衡量的。

2005年的1月30日北加州分会理事会
左起：祝凯,李胜高，王群天，缪玉亭，贺园莉，
冯耀，骆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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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作为久居美国的国人，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以
及和基金会发展的历史联系？

OCEF的发展一直和国内的教育政策紧密相连。最开始在
我们心中种下助学种子的是希望工程，但身居海外的中国留
学生没有参加的渠道，从而催生了OCEF的前身中国教育救援
基金会（SOS China Education Fund）。二十多年前，我们刚
刚踏出国门。当时的中国有很多贫困落后的地方，还有很多
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
地很快。自2005开始，由于政府“两免一补”（“免杂费、
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不断落实，把农村
的教育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不起学”的问题已在很
大程度上得到改善。OCEF的发展方向也由此发生了转变。
以前，我们都是以帮助小学生、初中生，发放学费为主。“
两免一补”逐渐实施以后，我们减少小学、初中生的资助规
模，同时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项目资源为孩子们提供“一揽
子”的教育支持，为孤儿和住校生提供生活费，建立图书
室，开发教师项目，增加资助高中生，为高中生提供学习以
及生活上的帮助，希望看到他们的生活能发生改变。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我们的建校项目。OCEF于
2004年开展建校项目，为边远地区建筑维修年代久远破旧不
堪的校舍。但是在“撤点并校”的政策下，有些OCEF建立的
村小因为学校就被合并到中心校而丢空，造成资源浪费。这
都说明OCEF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形势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

2：在您任职期间，有哪些最难忘的人和事情？

2006年的采访说了OCEF很早期的事情，这次就说说
OCEF比较近期的让我难忘的事吧。在北加州分会成立时，整
个分会还不到10个人。那时基金会有较大的募款压力，需要
做很多宣传。我们分会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宣传，如何把宣传
做得吸引人，做得让人过目不忘。

当时有些监察义工把监察走访所见所闻和拍回来的照片
贴在论坛上分享，我们觉得这些来自一线的报道都是很生动
的宣传素材。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女孩，不
过七、八岁年龄，瘦小的肩膀扛着一个刚到的崭新的书桌，
她正背着这个新书桌进教室。书桌很大，很重，压得孩子都
有点抬不起头，可孩子脸上兴奋的笑容感染我至今。

于是，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举办图片展。从想法
到实施，仅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
从国内一线义工实地拍回来有故事的照片中精选出近三百张
图片进行整理，配上中英文文字说明，做成展板形式。最终
在湾区Fremont公立图书馆举办了第一次图片展《艰辛求学
路-OCEF助学图片展》。这次图片展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我们资
助地区贫困儿童的家庭情况，同时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基金会
的各种助学项目。因为这个图片展在Fremont反响非常好，此
后图片展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的方式就这样从北加州推广出
去，OCEF各地的义工也经常做。我们还把图片放在网站上做
成网上图片展。这样的宣传方式很有说服力，曝光率高，效

果甚好。那种大家一起携手合作、团结努力、共同完成一件
事的感觉真的很棒！

基金会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想做事情只能自己动手去
做。北加州分会成立不久，那时基金会的捐款处理全部是手
工操作，这样使得基金会的工作强度大大增加。捐款人非常
感兴趣一对一结对助学项目，但我们的反馈服务做的不是很
好。在北加州分会第二次会议上，骆海辉便提出建立一个网
上捐款管理系统。那是2004年，即使在IT人才聚集的加州，
与会义工都说这个不可能实现的，以个人时间义务工作来开
发一个系统绝对是天方夜谭。

可是，洛海辉和其他几位IT义工见缝插针，花费一年多
时间硬是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建成OCEF第一个IT系
统。从此，捐款人可以随时上网查看捐款情况，选择一对一
助学对象，大大提高了OCEF的工作效率。接着，刘锦雷开
发了学生审批系统，分散在大洋两岸的义工均可通过网络完
成审批工作，不用再靠邮寄的方法把学生申请表寄给审批义
工。再后来，沈中开发了人力工作平台，义工申请可以在网
上完成。这个数据库让HR的义工可以在网上数据库寻找合适
某项工作的义工，做到人才的最优化分配。从2011年开始，
沈中又着手开发资助信息管理系统，加强项目跟踪和捐款人
反馈。OCEF作为一个中小型义工组织，却有那么多内部自主
开发的系统，很值得我们骄傲！

OCEF的结构平行但不松散，开放而有序。这也就需要
义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掘资源，为理想助力。每
个OCEF义工都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个想
法，那就只有自己动手去做了。自己找资源，各种资源，人
力的，财力的，交流平台等等。在OCEF最好的领导就是自
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

OCEF给每位义工一个参与公益的平台，给海外的华人一
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自己得到了提高，认识了
很多很好的朋友，收获了很多友情。同时，OCEF也给了我们家
的感觉。一起工作的义工达成了难得的默契，产生了特别的亲
近，很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在基金会工作的人都有那么些类
似，信任也就变得如此容易了。我一直觉得我从OCEF得到的比
付出的多得多！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就是形容OCEF义工关
系最贴切的词句了。

问3：基金会初始阶段经历了不少艰难，请您讲几个令您
记忆犹新的困难时刻吧。

2005年“爱心大比拼”募捐活动
缪玉亭(左)与黄静远（右）

感动越来越多
就会变成行动

采访人：   唐棠（Teresa Tang）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全义工组织最大特点就是运作靠义工的付出，一旦有
比较多的骨干义工离去，基金会就会发生动荡。回想1998
年和2007年，这两年因为有多名骨干义工因为各种原因需
要离开基金会，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很迷茫。在过去的二十
年中，基金会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动荡，是前会长梁敢的坚
持与执着，使得OCEF走到今天。可以说，没有梁敢就没有
OCEF。近两三年，OCEF的机构组织逐步稳定下来，发展步
伐也稳健多了。

说到OCEF的历史，不得不说到前会长梁敢教授，说到
梁敢不能不让我动容。梁教授是一个光明磊落、待人诚恳、
有担当、有毅力、无私付出的人。他前后担任基金会会长十
几年，一定程度上耽误了自己的事业。每次好不容易退下
来，但只要OCEF需要，他又义不容辞地回来了。梁敢非常
有凝聚力，号召力，在他的带领下，OCEF一次又一次化除
解散的危险。一天，我找到了十几年前在休士顿与梁敢、杨
凡的合照，我不得不惊叹岁月好像特别眷顾梁敢，现在的梁
敢和当年一般年轻。我想起一位义工说过的话，我特别认
同：一个简单执着，心胸坦荡，不算计别人的人是不容易老
的。在OCEF工作，不为名不为利，梁敢身为会长，唯一就
是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牺牲很多很多自己的事情。1992-
2002年，基金会还没有很多义工，大小事情会长都要亲自
来做。这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啊！也
许，正因为是不为名利，才能长久。

全义工运作是OCEF的最大特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OCEF的不稳定性。因此，2006年始，OCEF也增设
了增加专职人员的目标。这样基金会的管理会比较稳定，
以理事会为中心的OCEF管理层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思考一
些大方向的问题。为基金会服务多年的张传智成为我们的
第一位专职人员，负责走访OCEF布在全国各地的资助点，
执行监察任务。有了这个起点，就有了往下走的理由和支
撑。OCEF现在也开始往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前进。看到这个
变化，我感到非常欣慰。

问4：OCEF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草根组织，也没有很大的
财团资助助，您认为是什麽原因使得基金会能发展壮大到今
天？

OCEF是一个非常草根，财务透明，民主开放的组织，
它给有心想做事情的人们提供一个参与公益活动的机会和
平台。每一个人来到OCEF，只要你是真心想做事的，总能
找到发挥能力的地方。另一个让人坚持的地方也是基金会
的整个氛围非常好，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工作，相互
信任，互相支持。在OCEF，绝大多数义工参加基金会的工

作都是抱着比较纯洁的目的，没有什么名利争斗，唯一就
是为OCEF奉献自己的时间，默默帮助他人，不图回报，这
是OCEF能健康发展到现在的一个关键因素。OCEF还有一点
让我感触良多就是整个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最开始，OCEF
对捐款人发起“来当我们的义工，了解我们的工作，监督
您的捐款”的呼吁，就是让捐款人自己来监督捐款的使
用。OCEF的人力资源也不充足。但是，OCEF的理念是：不
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想，都可以加入我们。

问5：国内的义工网络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队伍不断
扩大，甚至不少被资助过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也成为基金会
的义工，这是十分可喜的。如何更好地组织义工工作，您有
何建议？包括组织架构上，或运作方式上。

国内的义工队伍发展壮大，我感到非常欣慰。以前是海
外的义工占多数，现在国内义工已经和了海外义工在数量上
持平。国内义工专业背景广泛、各个行业的人都有，OCEF
人才济济。人多好办事，这样我们找到尽职义工或是找到合
适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就相对容易得多。与此同时，我们应
该建立一套有效的义工招募机制，充分利用我们的义工资
源，来为OCEF各职能组和需要特殊技能支撑的工作找到合
适的人选。同时加强义工管理和培训, 给予新义工足够的关
注和培养，有系统有步骤地为OCEF培养新的领导。

对于OCEF的工作，我有一些想法。第一就是应该增加
专业管理人员。这也是我们OCEF发展的必然道路和必须的
方向。第二应该增加财务审计方面的专职人员，特别要加强
专业的审计，提高基金会财务的透明度。第三是建立完善的
捐款反馈系统。及时地把反馈传达给捐款人，这样也就加深
了捐款人的认可，提高捐款人对我们的信任。第四是和国内
一些小的NGO合作开展项目。这些小的NGO比我们更了解中
国，更知道中国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这样才能把海外捐
款用在最有用的地方。像近期我们做的与一家中国NGO--立
人乡村图书馆，合作的OCEF立人女童项目，就是很好的例
子。这个项目着重于青春期的女孩子心理辅导，给孩子更深
层次的帮助。

OCEF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需要有清晰的、长
期的发展计划，还要建立一套更完善的结构体系以及相应
的规章制度以适应整个组织的快速发展。二十年走下来，坚
持下来，很不容易，希望下一个二十年基金会越走越好。另
外，在OCEF做义工的很多都是女性。这些女性承担着母亲、
女儿的责任，在繁忙的工作、家庭生活中，仍一心扑在基金
会的工作上，让人钦佩。OCEF里的人和事，感动着我，也感
动着很多 人。感动越来越多，感动就会变成行动。

北加分会夏日野餐会骨干义工合影
摄于200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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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沧海桑田，二十年时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一个几乎完全由义工组成
的、人员流动性极大的民间助学组织，二十年已经是一段很值得纪念的岁月。甚至于这段岁月已
经漫长到有些历史开始被遗忘。为了纪念OCEF成立二十周年，为了回顾这二十年的历程，我们
发起了一个对早年义工的采访。而在这个采访当中，差点就发生了沧海遗珠的憾事。幸好，Tina
的及时发现让我们避免了这种遗憾。她在给特刊主编的信中说，“我希望口述历史里加一个
人，David（许汉卿），没有他，近十年的历史会缺了一大块......”

主编大人小手一挥，这个任务落到了我头上。Tina为了促成这个采访的进行，私下里跟
David沟通了好多次，并且帮我直接敲定了时间。甚至为了确保采访的顺利进行，她也加入进
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三方电话会议。  

初印象: 完美主义者还是工作狂人？

为了让这个采访有趣一些，我颇费了点功夫做准备。我要求David先用十个字做自我介
绍，并且强调再三：只能用十个字。我的本意是，先从10个字开始，再20个字、30个字再最
后没有上限，通过这样的字数限制，迫使他先把自己最大的特点归纳出来。然而，David打
开了话匣子。“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注意细节。还有，我的话特别多。翻看以前的信，
在所有义工里，我是发email最多的，可能别的义工都烦我了……”仿佛我从来没提到过“10
个字”的限制。善良的Tina都看不过眼了，插了一句，“其实啊，要形容David，一个字就够
了，workaholic (工作狂)。”David大笑，然后继续。在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我停止了徒劳无
功的抗议，全力以赴地敲打键盘，以求跟得上他说话的速度。

关于“完美主义者”以及“注意细节”，尚且需要后面的故事来佐证，但是“话特别多”
这个特点，我用十根抽筋的指头发誓，绝无虚言。拼命打字之余，我也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
主见的人，一旦有了决定就很难被左右；他会坚定地向着自己的目标走下去。这样一个人或许
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采访对象（实际上我不得不放弃了很多准备好的提问，因为它们的答案已经
被提前剧透），但却会是一个很成功的领军人物。这一点在接下来的采访中得到了验证。

“两免一补”的困惑与契机

2004年，David就萌生了参加民间助学组织的想法。他在网上看到一些民间组织去农村探
访照的照片感触很深：原来在祖国的某些地方还这么穷，有些孩子过得这么苦！他说，当时的
想法就是，要找一个信得过的的组织，自己把钱、把精力交给它。在这些组织中，就有OCEF。
在看了OCEF两年的工作报告后，他递交了义工的申请，很快就成了中国事务委员会管辖下助学
组的一名义工。

许汉卿访谈录
采访人：   陈飞龙
采访时间：2012年8月

人物简介：

许汉卿(David Xu)，网络工程师。2004
年 底 加 入 基 金 会 ， 即 开 始 负 责 高 中 生 组
事 务 。 曾 担 任 2 0 0 5 至 2 0 0 8 年 基 金 会 副 会
长，2005年至2007年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
任内见证基金会从单一助学金项目到多项资
助项目和扩大资助规模的高速发展阶段。

当时的大背景是，国内刚开始提出“两免一补”不
久。小背景是，OCEF人员少且不稳定（David成为义工后
没过多久，中国事务原来的负责人黄晓帆就因为私人原因
暂时离开，直到今年才又回到OCEF的大家庭）。这一切都
为后来David的大展拳脚埋下了伏笔。 

“两免一补”是中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
家庭学生就学所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主要内容是对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
助寄宿生生活费”。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而
对于国内外搞助学的民间组织来说，某种意义上也引起了
很大的困惑：有了这项政策，还需要我们这些民间组织来
搞助学吗？我们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OCEF的义工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没人知道国
家这个政策实施的力度有多大。政府发布的信息不多，甚
至他们内部可能也还在探讨。而那个时候的OCEF，资助
的主要还是小学生和初中生，资助的高中生只有零星十
几个人，OCEF甚至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小组来负责这个项
目。如果这项政策全面实施，就意味着OCEF的主要资助
对象不再存在，我们将何去何从？ 

David 从新闻中觉察到，“两免一补”当时实施的深度
不大，小学初中生项目还可以继续进行，而且可以扩大；
而高中生项目则可以大力加以扩充。于是高中生项目正式
启动。刚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后来在上海和北加分别吸
收了一个义工；再后来，David成为了中国事务委员会主
席。他一直坚定地向这个目标努力。今天的高中生项目已
经成为OCEF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每年资助数百人次，资
助者中甚至出了不少大学生。也因此，后来OCEF决定，
受助孩子中考上大学的，一次性奖励1000元，帮助他们
开始大学生活。David带着骄傲回忆说：（对高中生）
我们不光是开始资助最早的，也是资助力度最大的。其它
民间组织中，就算资助高中生，也只是每年1000元人民
币；而我们是每年2000元。  

之后David还意识到，相对于高中，对于贫困家庭
的孩子们来说，也许中专和职业中学是一条更好的出
路；应该有人帮助他们跨进中专和职业中学的校门，
我们就来扮演这个角色吧！正好当时在国内有个义工
snowwhite，因为旅行社工作的便利经常在国内东奔西
跑，David便委托她去调研，寻找可资助的学校和生源。
经高中组讨论，最后挑选了大概15所学校，开始资助；
跟高中生待遇一样，2000元一年。 

搭起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框架 

2005年下半年，David开始担任中国事务委员会主
席，他在任期内见证了基金会“从单一助学金项目到多
项资助项目和扩大资助规模的高速发展阶段”。

“单一助学金项目”指的是对小学初中生的助金
学项目。首先增加的是高中生奖学金项目。当时只有成
绩相当好的贫困高中生才能得到资助（目前因为小学初
中生资助的规模进一步缩减，高中生准备转为助学金方
向）。然后增加的是教师资助项目。OCEF的协调员发
现，很多村小只有一个老师，他们生活很困难，工资一
两百块钱一个月，而外边的诱惑很大。David估计，当年
外出打工可以挣到七、八百块。对于只有一位老师的学
校来说，“如果老师走了，学校也就完了”。所以基金
会决定，增加教师组，负责教师补助项目。然后是特殊
事务组，负责建校和课桌椅捐助（原来只有建校）；图
书组：负责图书和配套设备捐助 （原来只捐图书）。

在David任期内，整个中国事务组的架构搭了起
来：助学组（负责小学初中生），高中生组，教师组，
监察组，图书组，特殊项目组。基本现在有的项目当时
都已经有了。

David甚至还担任过IT组的代组长，发起由义工刘锦
雷建立的一个面向助学组义工的电子系统，大大地节省

许汉卿（右一）在南湾中秋游园会为OCEF发传单
摄于2006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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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交和审批资助申请的人力和时间。这也是他极为骄傲的
一件事情。  

花钱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问他：当时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稍为一想就回
答：人力不够。这些项目的扩大，捐款的来源不是问题，问
题是人力。他算了一笔账，1000个小学、初中生，每个学生
的申请材料是3页；一共就是3000页。高中生大概一人5页左
右，不过人数要少，只有几百人。大概每个学期要处理3000
到5000页的资料。这上面每个字都不能错，一错就可能造成
后面的审批出问题，使某个孩子得不到资助。我们是三级审
批：一审大概要动员50个义工；淘汰大概20％；二审是骨干
义工；三审是组长。最后会长签名。整个过程，先由协调员
把申请寄到上海OCEF的邮箱，上海助学组的义工（他后来补
充，印象中助学组的义工从来都是上海的，所以，要向上海
的义工致敬）再扫描成图片，发到美国这边审批。

他强调：这个过程很长，起码一两个月，所以要倒计时，
哪一天要做完哪一步；时间性非常强。我们只有一个截止日
期，就是发款的日子，也是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这个日
子从来不敢改，天王老子都不能改。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
也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 

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汉卿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
一就是合作。他在网上认识一个组织，叫做“格桑花”。这
个组织主要是在青海，而且是青海最贫困的地方进行助学。 
OCEF有钱，“格桑花”有人，两者一拍即合。还有一个“助
学专业户”信天，发起并建立了很多学校，后来OCEF也跟他
搞了一些建校项目。

增加这么多小组去对应项目，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多
少规章制度，工作流程需要确立。增加项目尤其难：一个是要
找生源，一个是要找可靠的当地的协调员，才能做成。因此
David才有这样的感慨：花钱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Tina还回忆了一件趣事：David给大家看过一张工作网络
实验室，上面纵横来去都是网线。大家这才恍然：怪不得整
个中国事务千丝万缕你都能理得清爽，原来你就是干这个的

啊！David大笑，又回忆当年他怎么碎碎念催大家交各种报表
和工作报告，自称把手下的义工们催得“屁滚尿流”。我忽然
想到，原来这真是一名杰出领导者的必备能力：如果不是唐三
藏会念咒，孙悟空也到不了西天、取不得真经啊！ 

我问David：你在OCEF这些年，有什么遗憾吗？他不假
思索地回答说：没有。他说“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身边这
些义工，见过没见过的；我跟含冰也没见过面。他们都给我
很深的感触，世界上还是有些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来帮
助这些孩子。”他口中的含冰，真名熊兰瑛，也是OCEF的老
义工。David专门讲了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有一年夏天，一
个美国华人母亲联系OCEF，希望能帮她找一个中国最贫苦的
地方，让她的几个孩子去体验一下生活。David把这个任务
转交给当时在国内做监察员的兰瑛。几天之后兰瑛发email，
说是在四川凉山自治区有个叫布拖的地方。先不说当地有多
艰苦，光说要去这个地方，先得坐飞机到成都，然后坐12
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这还不是问题；问题是，车上都是少数
民族的大人小孩；他们不洗澡，跟你关在车里颠簸12个小
时。David把这个情况转告给那位妈妈，然后，就没有然后
了。David说，我不是想贬低这位妈妈，我是想强调含冰、还
有别的一线义工所做的这一切。他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工
作。所以我们要向一线义工致敬。 

一起创造的历史

采访David既易也难。易在他一旦开口就滔滔不绝，只会
担心打字不够快，但绝不用担心材料不够。难在他会打乱你的
步骤，甚至拒绝回答你的某些问题。中间我不得不解释，有些
问题如果非得说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要让读者更全面、更
立体地了解我采访的对象－OCEF的老义工。是的，这个采访
的主要目的，是回顾 OCEF二十年的历史；然而，义工本身，
也正是OCEF历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形象各异的义工们，丰
满了故纸堆里、电子芯片中的那些表格与数字，让 OCEF的历
史变得有血有肉。这部史书的其中一页，是许汉卿，英文名
David，网络工程师，完美主义者，极其注意细节，口水多过
茶，爱读小说尤其是科幻小说，不光从图书馆借自己还买了几
百本，爱跑步，每个周末跑20公里，关注科技新闻，尤其是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而我们，将一起来写下一页。

许汉卿（左一）与前中国事务组主席/前副会长方玮娅（右一） 
摄于2006年10月21日《求学路，助学行》图片展现场

费尽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厦门大学物理系的退休教授陈
丽璇女士。之前在各类采访和回忆录中一直有人提及她二十
年前为基金会做的特殊贡献。在电话拨通的那一瞬间，我有
些激动，期待着挖掘出让人振奋的信息。

然而听说要采访她，陈教授显得很平静，甚至有些推托，
她反复说的是“时间长了，有些事情忘记了”，“我其实
没做什么，谁都可以做的”，“这事比较简单，仔细做就能做
好”。经过一再请求，她答应给我一点时间（只有半小时！）
，她回忆了93年到2003或2004年间为OCEF工作的一些片
段，这些片段，就像银河中的星星，不像太阳那么耀眼，却
一点点地闪着光。坚持了长达十年，体现了陈教授平凡而不
简单的贡献。

陈教授当时负责把从美国寄来的善款一份份寄到学童手

陈丽璇访谈录

采访人：   江新
采访时间：2012年8月

平凡中的伟大

中，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中国银行和邮局之间往返，从银行
取出大袋钱款，然后到厦大邮局填写汇款单给学生。通常每
次从美国来的款项都有十几万人民币甚至有次高达四十万，
然而分配给每个学生的善款是100元或150元，可见工作量很
大，需要填写的汇款单有厚厚一大叠。为了防止出错，她仔
细填写地址、名字等，然后由她先生一笔笔核对后寄出。

二十年前的“万元户”已经算富人了，更何况十几万甚
至几十万，为了保证安全，每次取款汇款，先生都会全程陪
同，充当“保镖”。善良的举止感动了邮局的工作人员，由
于汇款既琐碎，耗时又长，每次邮局都会专门预拨一个工作
人员为陈教授服务。

陈教授一再强调，是在美国的年轻留学生们那忧国忧民的
心，以及1美元，2美元汇集成的善款让她感动和坚持。还有，
在国内跑学校、跑现场的义工才是真正的开拓者，采集各类信
息并提供反馈，比如钱要用到什么地方，是否真的用到了学
童身上等等，他们很了不起。所以，每当收到学童寄来的感谢
信，陈教授都要回信解释，说明不是她的钱，不要感谢她，应
该谢谢许许多多在为他们付出的好心人。

采访过程中聊到一些资深义工的名字，如周本初，梁敢，
吴雅楠，鲍敏琪，李竟等，她觉得非常亲切和高兴，还记得当
年基金会寄来的一些“大事记”。她一直为OCEF做到2003或
2004年，由于视网膜出血，视力下降，同时糖尿病缠身，才放
弃了这些工作。

由于她手机没电了，采访匆匆结束，她也谦逊地不愿提供
照片，我只好作罢。尽管陈教授一直很低调，谦和，可是在我
看来，一个能够把单调、琐碎而又没有报酬的工作坚持十年的
平凡人，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感激的。

在访谈中，陈教授并不愿意过多地谈及当年她为基金会
做出的贡献。幸好梁敢教授仍保留着多年前与陈教授往来的
邮件，让我们有机会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陈教授的为人。

梁敢教授回忆说：陈丽璇教授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OCEF
义工。她的认真敬业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真是很少见。能与陈
教授一起工作非常难得、幸运，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可惜没
见过她。这一晃八年过去了。2004年前，她经常与我和中国事
务组负责人联系。她的帐记得清清楚楚，条理清晰。刚翻了
老邮件，找到了很多她与我们联系的邮件，现摘三例如下：

2001年7月8日：
梁敢博士：您好！

收到柏琪从上海寄来精美的牌匾和T恤衫，十分感动。
其实我所做的和您们相比真是微不足道，但您们却给我厚
爱，再次感谢了！

接到刘宝顺关于给协调员寄协调活动经费补贴的指令，
我已如数寄出，但其中给我的￥500补贴，我拒绝了。请转

告基金会，以后也不必再为我安排经费补贴。我所需要支出
的基本上就是邮费。蒙大家信任，钱已寄存在我处，需用时
我会从经费中支出，并做帐向基金会报告。此外，我不需要
其它活动经费。

看到基金会董事会成立晚宴盛况的报道，确实钦佩您们
的卓越工作。有您们这样一批爱国爱民，素质高，能力强的
杰出英才在从事我们共同的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多的辉煌成
果。我衷心祝贺您们，并向您们学习。

关于历年受助儿童的地区分布和款额，我查对了一下，
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以下几点说明：

1.表上1，2两行(即：寄福建和湖北的两条)是我前任周林祥
老师负责的。

2.第16，17两条不是我经手。

3.第 35 行(即2001年寄给四川的￥7650 元)，我的帐上只有
￥6900 元。原因是四川宜宾周宇来处有上一年的资助余款
￥ 7 5 0 元 ( 没 有 用 完 ) 放 在 今 年 使 用 。 故 虽 然 我 今 年 只 寄 出
￥3000元给四川宜宾，但实际资助款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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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与基金会发展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种关系其实是比较简单的。90年代初，
国内很多地方，包括城市和农村，条件真的是很差。这种巨
大的反差促使我们想要帮助国内做一些事情改善当时的情
况。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基金会以及类似的一些机构都有着一
定影响，因此需要基金会经常探讨调整方向。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需要”，基金会要不时审视国内状况然后对其活动做
出变动。比如说国内的学校合并，造成今年和明年的学校状
况可能出现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尤其是在农村，大概有
40%~50%的学校被合并掉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内经济条件
好起来以后，基金会是否继续之前的资助方式还是采取多样
化的资助方式。所以，基金会的项目发展是根据中国国内的
情况而决定的。 

问2：在您任职期间，有那些最难忘的人和事情?

对OCEF来说，梁敢教授个人的作用和影响在整个基金
会是举足轻重的。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梁教授，基金会就不
可能有今天。梁教授的存在就好像是基金会的一块镇山石，
使它很稳定。当今社会，像梁教授这样很单纯很执著的人非
常少见。正因为他的这些个性，才可以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
做下来。一般人总是会考虑到一些个人因素比如说自己的工
作而不能做持久，而梁教授为了更好地服务基金会放弃了自
己事业上以及个人发展上的很多机会。对于一个草根机构来
讲，人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像梁敢这样的人存在，
一个基金会就可以十年二十年的做下去。总的来讲，梁敢就
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和非常执著的人。

问3：基金会从创立到壮大，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艰辛，
请您讲几个令您记忆犹新的困难时刻吧.。

从一个地方性组织发展到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个进化
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最困难的。在最初那段时间里，在
同一个城市的义工经常会在一起做事，大家面对面地开会。
但是扩张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后，开会一般都是远程电话会

议。很多人都分布在全国各地，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就成为
至关重要的因素。有时候在会议中大家的讨论到了一种尖锐
到白热化的程度，解决起来非常费时间也不象地方会议那么
直接。我认为那种情况算是当时我们遇到过的比较记忆犹新
的艰难之一吧。

归根结底，我们这种团队精神来自以每个人对基金会工
作都非常地投入，这也是公益慈善精神的核心和凝聚力。只
有建立了信任，我们之间才能更加宽容、更加合作无间。

问4：作为一个散落在美国、中国以及加拿大各个分部的
基金会，您认为怎么样才能促进义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您在
任期间,我们组织是怎么进行交流的？ (包括不同地区的义工面
对面的交流)

就我的经验来讲，灵活运用技术非常重要。当时我们基
本上每个星期都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远程电话会议，帮助促进
不同地区的人们的交流。电子邮件交流的话在这个方面得不
到像电话会议这样的效果。电子邮件由于缺少了面对面的交
流，而且在文字上也比较容易产生误解。 

问5：OCEF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草根组织，您认为是什么
原因使得基金会能发展壮大到今天？

我认为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有一些核心人物（比如
梁敢先生）作为凝聚力把周围的人联合起来向同一个目标前
进。二，遇到了一些好的机会。像当时技术方面有不同程度
的突破，比如说网络的应用。会员捐助服务系统 （Donor & 
Member Service, DMS）也是05年建立起来的。三，OCEF作
为一个机构来讲，我们组织的形象、口碑是非常好的。而形
象是通过我们所有义工做的事情里而表现出来的。

问6：您认为一个成功的基金会，一个能真正帮助越来越
多的人的基金会定要必备哪些条件? 

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大家都信的过的领导人。第二就是作为
一个基金会，我们做事一定要有原则并且坚持我们的信念。这
样在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都有一个参考的标准，不会受到任何
利益的驱使。 

我祝“基金会未来发展越来越好”，我希望以前为基金
会做过事的义工们再回来帮助基金会。 

      人物简介：

郭浩宇，2003年至2009年先后担任
OCEF理事、秘书长及会长（2006－2007
）等职务，一直与梁敢教授以及其他基
金会的义工们共进共勉帮助基金会的发
展。郭浩宇先生在任期间，OCEF经历了
一个从地方性组织到全国性组织的转变
过程。2008年12月17日，浩宇荣任首位
OCEF荣誉理事。这次采访中，浩宇回忆
了一些基金会在那段时期经过的风风雨
雨，令我印象深刻。

郭浩宇访谈录
一直做下来基金会
令我有一种归属感

采访人：   李鲁航 (Lance Li)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问1：作为久居美国
的华人，您如何看待中国
的崛起，以及和OCEF发
展的历史关系？

中国崛起，不必也
不应常挂嘴边。中国是一
个大国，只是说它疆域广
阔，人口众多而已，切忌
抱有胜过他人的优越心
态。今天的中国，从正
面看，经济第二，神舟上
天，蛟龙下海，歌舞升
平，一片繁荣景象。但另
一方面，中国和第一经济
体的差距非常大，在政经
体制、社会风气、道德伦
理方面都需要完善。希望
国人多前瞻而努力发展，
少后顾而骄奢浮躁。至于
说和OCEF发展的关系，
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充裕
了，义务教育落实了，民
间组织的工作方向，必须
做出相应的调整。现在小
学和初中生有九年义务教育，大学生有奖助学金、贷款和工
读的机会，但高中生学费昂贵，还有书本、寄宿等杂费，却
没有贷款或资助，工读的机会也非常有限。基金会应该大力
推进高中生的资助，就像以前的做法，不考虑成绩，不偏爱
精英，普遍地提高学童的学历。

问2：在您的任职期间，有哪些最难忘的人和事情？

最难忘的人是王绮，一位上了年纪的热心画家。1999
年休士顿分会成立之初，在她的画廊就开了很多次会。她用
在侨社的名气和人脉，帮助我们很快地站立起来。她还把自
己的素描、版画等捐出来义卖，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问3：基金会初始阶段经历过不少艰难，请您讲讲令您
记忆犹新的困难时期吧。

在休士顿分会成立的头几年，有其他的社团组织也愿
意来帮助我们。由于我们是读书人出身，而他们是商家，处
事的作风上有些分歧，加上语言沟通上的误会，弄得不太愉
快。2002年他们离开另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本地的活动
因此有点尴尬。活动也就减少了，这是一个困难时期。

问4：以您的经历，可否讲几件展现我们团队合作精神的
事迹？

我记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1999年在休斯顿举办的殷
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那是休斯顿分会成立的第一年，大家
没有经验，互相也认识不深，因此音乐会的筹办和投资，都
有相当大的风险。假设演出那天来个台风什么的，音乐会就
泡汤了，我们也就负债了。还好结果音乐会非常成功，近千
座位全部坐满，现场秩序良好。那是一次相当成功的团队合
作。

问5：我们基金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草根组织，也没有
很大的财团资助，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基金会能发展壮大
到今天？

义工们的诚信，实干，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这些都非常
重要。还有义工的团队合作。

问6：您觉得基金会未来应该朝哪些方向发展？

要大力发展高中组助学的资助。多年前中国出台“两
免一补”的政策时，OCEF意识到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就结
合成绩和家境，试行高中奖学金的资助。多年的实践，不甚
理想。现在初中、小学的资助锐减，要尽快大力发展高中组
助学的资助，采取以前的做法，不考虑成绩，不偏爱精英，
普遍地提高学童的学历，提高高中助学金金额在OCEF年度
支出中的比例。(编者注：2012年7月22日OCEF理事会上，

理事们一致通过陈世仪先
生提出的发展高中资助金
项目的动议，OCEF将在
2013年开始实施高中资
助金项目)

问7：您对于义工之
间的沟通交流有何建议？

我认为沟通有三个层
面：机会，方式，心态。
电邮是基金会的基本沟通
方式。见面和打电话当然
好，但不是必要的沟通方
式。重要的是在交流的时
候，不要意气用事，自以
为是。应该推心置腹，就
事论事，对事不对人地表
示意见。如果刚愎自用、
傲气凌人，即便是打电话
见面也是会吵起来。用何
种沟通方式并不重要，心
态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随着基金会的
发展，义工越来越多，大家隶属于不同的工作组，常常只认
识和自己组工作有关的人，其他组的人员不太有机会交流。
义工园地类的刊物，报导很多义工的消息，但这种沟通是单
向的、静态的。最好能让义工有跨组，跨地区，跨项目的交
流，增加对机构的参与感。举例来说，这次采访，就不受组
别、地区、项目的限制，以电邮、电话、见面的方式，你问
我答，你写稿，我修改，是很好的沟通交流。

问8：您认为一个成功的基金会，一个能真正帮助越来
越多人的基金会定要必备哪些条件？

诚信，实干，坚持十年如一日。

问9：请您最后为OCEF写两句祝福语

那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谨祝OCEF在未来的岁月
里，可以应国内偏远山区的需要，顺利开展适当的业务，帮
助更多的学童，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一点补漏的作用。

陈世仪访谈录
采访人：   陈华薇（Vivian Chen）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人物简介：

陈世仪（PatrickChen），结构工程
师，成长于香港，目前就职于AMEC 公
司。1991－1992年任全美华人协会休斯
顿分会会长。陈先生于1997年加入基金
会，1999－2001任基金会休斯顿分会秘
书长，2006年初开始担任财务长。2001
年至今任基金会第七、八、九、十、十
一届理事，财务组副组长兼会员和捐款
人服务组（DMS）职责。

陈世仪在OCEF募捐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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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8或1999进入OCEF。那时候因为自己有了孩
子，觉得能帮助国内小孩子上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样也
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长大了也可以慢慢懂得要帮
助这个社会，要帮助别人。最初我是找到休斯顿的中国总领
馆，通过他们才找到OCEF。接着在休斯顿遇到梁敢教授，通
过他又遇见更多OCEF义工，所以很快就进入OCEF的活动。我
很喜欢跟捐款者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是进捐款人服务小组
（Donor & Member Service Team, DMS）。我刚刚进组的时
候，捐款人和义工数目都不是很多，所以只有很基本和短小
的的Excel电子表格作为跟进表。我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所有
与捐款者有打交道的事物，比如跟他们联络, 发感谢信，打电
话，以及跟银行打交道。

OCEF最初的捐款方式只是最基本的亲友、同事间口口相
传，以熟人间的口碑来筹款。这样的方式筹到的善款不多，
而捐款人数也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自从有了网站捐
款方式，我们收到的捐款增加了很多，而且速度也加快了。
通过网站，特别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很喜欢上的网站，MITBBS
未名空间，OCEF开始尝试不同的捐款方式并致力于提高OCEF
的知名度。其他的宣传方法还包括接受中文报纸和电视台
访问，从而让更多人认识OCEF。自从以不同的活动来宣传
OCEF，捐款人也开始扩展到北美各地。于是，我们捐款人服
务小组也逐渐成长，从几位义工到后来在不同的城市都建立
了分支机构。

我们一直想让更多的从大陆来的朋友能支持OCEF。在留
学生的带动下，其他的华侨也会想帮助中国的孩子完成读书
的梦想。所以，我们是很真诚地与华人社区沟通。加之OCEF
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非政治性非宗教性慈善机构，机构组织与
善款管理从来都是独立运作，从而让捐款人更放心。这两点
较能获得海外华人的信任，特别是来自大陆的中国人。

对于捐款人服务组的义工来说，最困难的是怎样与所
有的捐款人一直保持联系。在美国的华人中，很多都是留学
生。当他们搬家的时候，地址和联系方式都会变。特别是以
前电子邮件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只能以寄信的方式去联
系捐款人。所以我们经常会收到很多退回来的信，因为捐款
人地址变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捐款人。保持跟所有人的
联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现在因为有了电子邮件，情况比
原来好多了。

一路走来，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还是有很多有善心、
想帮助他人的人。虽然做义工或捐款的中国人相比来说要比
美国人少一些，但是能和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开展一项事
业，就已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我在OCEF的路一直是和

有爱心的捐款者一起走过的。虽然有很多名字都已模糊，但
回想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依然会很感动。

对于OCEF未来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我们可以放更多的
注意力在乡村教师这方面。很多乡村教师很穷，在日常生活
里需要更多的帮助。很多时候她们出去打工会挣更多的钱，
但是她们留下来教书是因为有了一颗要帮助孩子的心。如果
她们的收入都不能维持她们的正常生活，怎么还可以全心全
力教育学生呢？通过资助老师，让老师安心地去教好学生，
她们会影响好多好多的孩子。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帮助乡村孩
子进城读高中。高中费用是很高，但是上高中比上小学对一
个人的影响会大好多。如果能资助贫困学生顺利上高中，那
OCEF就帮他们开辟了一条人生新路。总的说来，中国乡村
教育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努力的方面。我们要花更多的时
间、精力去找特别需要帮助的孩子、学校和乡村。我们一定
要努力。

当了10年的OCEF义工，我对基金会的感情很深。希望
OCEF不停地成长，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华人，能帮助到更多
的孩子。

孙静访谈录
采访人：   孙萌 （Molly）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人物简介：

孙静，1994 年取得休斯顿大学建筑
硕士学位。1999年初加入基金会，历任基
金会休斯顿分会理事，基金会第七，八，
九届副会长，并负责1999年至2006年会
员、捐款人服务，见证了基金会在休士顿
地区的发展历史。

约见边教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边教授很健谈，
只是和采访Tina的感受完全不同，边教授是个非常理
性的人，我所有试图引导一点感性内容的意图，基本
上都被他以一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宣告失
败。不过，这份工作，本来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
感性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与认识，而理性则实现了长久
的坚持与行动。

问1：当年的虹桥计划也是OCEF历史的一部分，
边教授能给我们讲讲虹桥计划或虹桥科教论坛吗？

谈到虹桥计划，必须提到一个名为“万维网”的
教育和学术论坛（www.bbsland.com）。我在2000
年开始上“万维网”，那个论坛以留学生为主，多是
教育和科技界人士。也是因为看见国内的希望工程，
我们发起为国内失学儿童募捐的活动，大家有了初步
的想法和行动，其中就包括桑国安(日本)、徐博(郑州)
、赵纪军(美国)、李宁(美国)、廖永红(英国)和我，以
后张浩音(美国)、牟炼(上海)、江勇(上海)、刘瀚(西
安)、黄学敏(合肥)、张凡(秦皇岛)和王立艳(北京)也加
入进来。

因为是自发组织的，基本上以小范围接受亲戚朋
友的捐款为主。因为涉及募钱，所以有人对我们的身
份（网络上是匿名的）有所质疑。为了打消网友的顾
虑，经过商议，我们决定把自己的资料（包括名字、
身份、单位、职位等各种信息）全部公开。公开身

份的那天正好是2001年7月13日，也真是巧，那天正是宣布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的日子。

当时，感觉一直盘踞在万维网上号召也不是个办法。于
是桑国安就又建立了虹桥科教论坛，很多网友也随之从“万
维网教育与学术论坛”转移到了我们的论坛，“虹桥计划”
从那时起开始慢慢发展起来。从英文名“Rainbow”可以看
出，我们的宗旨是为失学的孩子搭起一座彩虹之桥。那时选
择的资助对象，也基本是自己认识、或者亲戚朋友介绍的
为主。从国外募集的钱款，都是通过有人回国时顺便带回来
的。

问2：虹桥计划开始的时候，有些什么困难？

虹桥计划自2001年创立，最大的问题即虹桥计划的注册问
题。我主要负责财务，虹桥计划所有的财务状况全部公开在网
上，但是，因为没有注册，公开募款是非法的，所以只收了朋
友和熟人的钱。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民间的、自发的、公开的
募捐都是不合法的，因此，一开始我们就考虑了注册问题。
但是，在中国注册一个基金的门槛很高，虹桥计划的成员大
都是留学生或公司职员，没有那么多钱。在美国尽管容易注
册，但他们几位工作都很忙，也没有精力注册基金会，所以
最终没有成功。

国内的几位义工，特别是徐博女士对助学非常热心，
所以我们就想在中国注册。张浩音曾经是文汇报的记者，和
文艺界很熟，通过她我们约到著名影星奚美娟。我们在衡山
路的一个咖啡馆喝茶，希望她能帮忙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牵
线，挂靠到该基金会。奚美娟就和时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
会长黄菊的夫人取得了联系。由于在运作方式上没有达成共
识，合作没有成功。以后，北京的王立艳又和中华慈善总会
阎明复会长谈过挂靠的事，因同样原因也没有成功。

正当我们一直困于“未注册”的不合法身份时，赵纪军

     人物简介：

边建超，1984年获河南医科大学医
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西安医科大学医
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上海医科大学医
学博士学位。1984-1992年先后在河南
及福建从事职业病防治、传染病管理和
艾滋病监测。1995-2001年先后于上海
医科大学及复旦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等
职；2001 - 2002年任重庆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现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

边 建 超 教 授 于 2 0 0 2 年 加 入 基 金
会 ， 2 0 0 2 － 2 0 0 7 年 间 任 基 金 会 理
事，2006－2007年任副会长兼中国事务
委员会副主席。

边建超访谈录

采访人：    莉莉
采访时间： 2006年9月

理性， 更长久的坚持

边建超摄于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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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了OCEF的梁敢教授。了解到OCEF是美国注册的合法慈
善基金会后，就产生了合并的想法。2002年4月，虹桥计
划正式并入OCEF，虹桥计划的其中4个义工成为OCEF的理
事。桑国安担任OCEF副会长，赵纪军，李宁和我担任了理
事。合并后，虹桥计划成为OCEF的网络募捐项目。2004
年，由于赵纪军和李宁退出基金会，虹桥计划可以说就结束
了。原虹桥计划的成员，目前只有我和牟炼还在为OCEF工
作，张浩音、徐博、刘瀚、江勇尽管没有参加基金会的工
作，但他们一直都在做慈善工作。

问3：这个工作中，请谈谈让你感到高兴、骄傲的时
刻/事情？

呵呵，我不是图开心、觉得新鲜好奇什么的。就是觉得
那里的孩子太苦，不接受教育的话，一代代就这样下去。农
村里的孩子，要改变命运，只有接受教育，上大学。我希望
能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有能力的话，愿意帮助他们成长。

问4：当年您负责财务，这个工作很繁琐么？有没有得
罪过人？

也不是特别忙，但需要非常细心，因为财务工作包括了
各种费用的支出和账目等，一旦出错，就很容易有麻烦。所
有相关财务状况，我会在整理好以后提交财务长，然后公布
在网上。

我最主要的工作，一个是助学金的发放，一年2次，即
根据助学组的报告要求等，给各地协调员汇款。还有一个，
就是义工相关费用的报销，包括邮费、监察差旅费、运输费
和协调员费用的审核报销等。

有时候，我对财务单据审核的比较严格，如果没有发
票什么的，我会不予报销、或者要求提供额外证明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必须扮黑脸了。“得罪”倒也谈不上。因为大
家都是怀有同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做事情的，彼此都能够理
解。我对图书组组长Jenny（刘倩）说“No”的时候很多，
因为图书组的报销单常常有不合要求的地方。这主要是因
为她的组员太多，不好管理，我没有觉得得罪了Jenny，相
反，我们合作得很好，彼此都很信任。 

问5：能谈谈您的人生对您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么（经
历、背景等等）？

我小时候也是在农村长大，河南禹州市。当时的农村
教育环境比较艰苦，不过和其他孩子比起来，我家条件还不
错。我父亲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乡村学校的校长，1997年
退休到城里居住。他曾经在我们的资助点之一麻地川小学，
那时叫麻地川学校，做过多年的校长。我们家一直很重视教
育，从我开始上溯到第6-8代，我家出过3个举人，也算得
上是书香门第了。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叔叔还坚持读完了高
中，并于1961年考取了大学，1965年毕业。那时他的许多
同学都辍学了。

2001年-2002年，我受中组部和团中央派遣支援西
部，在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担任副主任，这个时期到过
重庆的一些农村地区。那时，深切的感受到了西部农村的艰
苦。真正是家徒四壁，全部的家当加起来也值不了几个钱。
我还记得在论坛上看过西部的一些照片，让我很受触动，其
中有一张，是一个农民的脚面溃烂，上面落着绿头苍蝇，可
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如果说，中国中部的农村和东部不能比的话，那么，西
部和中部更是完全不能比。西部之行，让我真正看到了中国
农村的现状。

问6：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

很普通，履行社会责任而已。

问7：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准备加入到志愿者事业中，对
此，您有什么寄语？

文革结束那年我14岁。也许是特殊的社会环境，造成我
们那一代人都比较内敛，不喜张扬。这几年来，OCEF也建立
起一定的诚信和口碑，在海外的募捐很快，国内义工人数也
增加很多，我们的资助对象开始也就几百个，增加到现在的
2,000多个孩子（2006年数据）。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过去我对70、80年代的年轻
人并不是很有信心。觉得他们个人主义，社会责任感淡薄。
但是通过接触，已经有了改变，开始有信心了。我希望他们
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去帮助别人的机会，我的家人也非
常支持。这非常有意义，很多时候，和那些人比较一下，人
会容易觉得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时依旧太过奢侈。

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想说些什么、或者传递些什么。我
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已。也不想
追求什么心理满足感，坦率说，去投入其他的一份工作，同
样也可以有满足感。作为我个人而言，希望能够在本职工作
做好的前提下，做好OCEF的工作。

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感性不能长久的维持，坚持往
往更需要理性。

老边印象 

认识边教授很久了，刚开始的时候很尊敬的叫
他“边老师”，后来熟了，就改口叫“老边”，有时
候还偷偷的叫他“老愤青”，呵呵，老愤青在此乃褒
义也：）所谓青春永驻之意也。大家都说边老师年
青，我觉得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老边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图书组的报销，
开始一直是他负责。新义工比较多，经常是忘了这
个，拉了那个，报销单没有签字了，数目对不上啊等
等。一个报销，几次邮件来回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
次玮娅报销，单据对不上，来来回回的，每次都被老
边铁面无私地挡回来，玮娅偷偷给我发邮件 “老边又
发飚了吧？这次刮八号风球......”。这个邮件还被我
鬼使神差的原样转给老边了。把他乐坏了，和玮娅成
了好朋友。 

老边的工作效率也是一赞，只要单据正确，最多
一个星期他就把钱汇出来了，那时候中国就他一个财
务，助学金的款项也是他一个人管理，够辛苦的。

 时间久了，发现老边也有很细腻的一面，我受了
委屈，习惯性的要找人苦诉，老边就安慰我。上次他
参加什么红色之旅，到了湖南，还特地给我发一个短
信，说到你老家了啊：） 把江西妹子错当成湖南妹子
了。2006年，我准备当妈妈了，时不时收到老边的短
信，好久没有你的消息，身体怎么样啊，象个大哥哥
一样，让人觉得很温暖。

周忠民，OCEF的资深监察员，
知道他的人都尊称他为“周老师”。
接到采访任务后，我就翻墙去OCEF美
国虹桥论坛找与周老师相关的信息。
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贴子，标题是：“
周忠民不是‘人’，而是神！”。帖
子中短短几句话，就道出了周老师认
真负责的态度、雷厉风行的风格，以
及为公益不知疲倦的高尚品质。虹桥
论坛上周老师三天的行程记录，只不
过周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不
停蹄地 在公益道路上奔驰的一个简单
缩影而已，他真的不是“人”，而是
我们心目当中的“神”！

我有幸见过周老师两面，都是在OCEF的聚会上，当面听
周老师讲他的趣闻趣事，更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即使说到
危险处，周老师也是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可能是经历多的
缘故，已经习以为常了吧，不过，他的境界真不是一般人能
达到的！

2012年7月31日下午，我拨通了周老师家的电话。只
响了一声，周老师就接了，好像早已知道了似的。我道明了
打电话的目的，周老师欣然接受，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
神”在讲，我静静聆听就是！

1998年2月，带着“把先进科技带到农村”的想法，周
老师拿出多年的积蓄，自己购置一批电脑，在甘肃古浪开展
志愿者支教，自此踏上公益之路。

2002年－2003年，周老师到广西田阳支教，也是教授
计算机。在此期间，与另外六个志愿者一起，建立了一个名
为“心守家园”的慈善助学网站。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当时OCEF的会长梁敢教授知道了周
老师的事迹，辗转联系上周老师，请他做OCEF的监察员。于
是，从2002年冬开始，周老师便成为OCEF的监察员，并成为
OCEF不可或缺的人物，是OCEF历史中需要浓墨重彩描绘的一
位义工。

周老师在帮OCEF做监察的时间里，跑遍了OCEF所有的
项目点，并且帮助OCEF开辟过广西凌云等新的项目，行程
最远北边至黑龙江齐齐哈尔，西边至甘肃，东边至山东、河
南，南边至广西、云南，甚至到达中缅边境的云南金屏、西
双版纳，在湖南、湖北、陕西、江西、内蒙古、吉林、黑龙
江、河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等地，处处都留
下了他不灭的身影。

我们不得不惊叹，周老师这样马不停蹄的走访，行程该
有多少啊！电话里周老师说，一年12个月，他有11个月的时
间在外面走访的，照这样算来，周老师的总行程加起来，估
计得绕地球好几圈了。而且，这一切都是没有分毫报酬的义
务工作。神，真神！

周忠民访谈录
采访人：   南顾雨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人物简介：

周忠民，原籍山东，出生在内
蒙，在吉林当过兵，最后在甘肃工
作。在工作期间自修了机械和电子
两个专业的文凭，96年底办理了退
休。退休后，近十年来常年奔走于
中西部十多个省区的400多所农村
贫困地区有的学校，修建山区学校
40多所，走访贫困学生家庭约2400
多 个 。 通 过 周 忠 民 老 师 的 牵 线 搭
桥，累计获助人次超过一万人次，
金额近300万。（2008年1月数据）

题记：7月30日接到刘秀
的电话，要我采访一下OCEF的
资深监察员周忠民老师，作为
OCEF二十周年庆典的人物专访
之一，于是诚惶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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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周老师是个从不抽烟、喝酒的人，但常年在外奔
波，三餐极不规律，使周老师患上了脂肪肝、高血脂、胃糜
烂。我有幸能在北京采访到周老师，就是因为周老师要做一
个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完之后不及休息，周老师就又要出
发了。在采访后的第二天，8月1日早上7点周老师还要赶往
OCEF资助项目重点发展的贵州毕节地区，那里有3、4个学校
的建校项目在等着他跟进。

除了身体的病痛，在走访的过程中，周老师还遭遇过多
次意外，以致摔伤、骨折五六次，电脑也丢过两次。记得上
一次聚餐，听周老师讲他在云南边境的走访经历时，也是惊
心动魄，惊险万分…… 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为中国乡村
教育做一点事儿的决心！

为什么周老师会如此执着于乡村公益事业，不顾年长
体弱，常年奔波在中国广袤而偏僻的山区？原来周老师的父
母都是老革命，而且有崇高的信仰，良好的家庭熏陶，使生
在城市长在城市的周老师在初中毕业时就立下自己的人生方
向―“要为农村做一点事”。那句“农村天地，大有可为”
也成为他的人生信条。

忠民―衷心地为人民做点事，这是周老师对自己名字的
解释。所以，他的每一步人生履历都跟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即便在他退休后，也不闲着，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
到了“为农村做一点事儿”的事业当中。如今，周老师已是
中国草根公益圈里当仁不让的明星。周老师能量无限，不知
疲倦，却谦虚的说“做一点事”，他的确是我们心目中永远
的老师。

周老师对OCEF有着很深的感情，他认为OCEF在中国公
益圈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有相当的优越性，威信高，
而且有着很好的团队，这么多年的坚持，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OCEF二十周年之际，他也向OCEF献上最真诚的祝福，祝
OCEF越来越好！

同时，周老师也给OCEF提了一些好的建议。就监察而
言，他建议OCEF要多听听一线义工、协调员的意见和建议，
并制定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周老师说，中国地
域辽阔，而且各地差异比较大，消费状况不一，不能用统一
的标准来执行，这样会顾此失彼。而且标准要随着中国的消
费状况变化而变化，不能多年一成不变。

题后记：经过此次的电话采访，对周老师的了解更加
深了，对他本人也更崇拜了。
周老师的执着，周老师坚定不
移的信仰，周老师这种“做一
点事儿”的处事态度，都值得
我好好学习。通过对周老师的
采访，通过看周老师的走访报
告，对OCEF的历史有了进一步
的了解。OCEF20年来，有那么
多的社会精英参与进来，他们
的处事态度，他们在社会、在
OCEF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我所
仰望和学习、奋斗的目标。最
后，也向OCEF二十周年献上我
最真诚的祝福！

义工印象

林忠民，新疆义工都亲切地称他为林大哥或者
飞狐大哥，一是因为他年龄比我们稍长，二是因为
他确实很有大哥的风范。所以我们几个年龄比他稍
小一点的，就都心甘情愿地叫他大哥了。

飞狐大哥是一个热情豪爽的人，做事很注重效
率。我刚成为OCEF义工的时候，就同时帮助几个学
校申请OCEF图书资助。那段时间，在网上只要被他
看见，就要催问我进展如何。我如果偷懒没及时把
事情做完的话，只要看见他在网上就赶紧隐身。当
然并不是因为害怕他训我，因为他不会说太多，但
是，如果我的事情没做好，他会让我感到很不好意
思。他就有这个本事，善于激发别人的积极性。

   接触时间长了，感觉飞狐大哥是一个做事很有
风格的人，做工作非常认真，执着，为人处事有自
己的原则，不会随波逐流。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心很
丰富的人，这表现在他不仅在工作上很出色，在助
学上很热心。

   在生活上，飞狐大哥给人感觉是，他很讲究品
味，烧得一手好菜，沏得一手好茶。参加过新疆义
工第一次聚会的人，都十分赞赏他的厨艺和茶艺。
在玩的方面，他也不输年轻人，徒步远足，他都参
与得有滋有味，也是新疆小羊军团户外领队并且是
领队培训的老师，他常说他在户外的名气比在石油
界高。我们新疆几个义工们有时开玩笑说，飞狐大
哥是越活越年轻。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活
得很精采的人。

林忠民访谈录
采访人：   薛英
采访时间：2006年10月

人物简介：

林忠民，1982年毕业于长春地
质学院石油物探专业，中国地质大
学博士，石油地质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曾任中石化西北分公司勘探开
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信集团新
疆中新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
任广汇石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兼职教授。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九届、十届委
员，多次参与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研究，从1982年到现在，主持承
担了十多项国家级、部级的大型生
产、科研项目，成果斐然。

2 0 0 4 年 ５ 月 ， 林 忠 民 加 入
OCEF负责西北地区监察工作，参与
OCEF特殊项目组、教师资助项目组
创建工作并担任组长，组建新疆义
工组，资助超过20名贫困学生，其
中包括六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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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能谈谈你加入OCEF的过程吗？

我来自农村，当时上高中时，我每个月5元钱的菜钱就
靠家里卖鸡蛋供给，上大学后靠国家助学金（每月21元）
和城里同学的帮助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很了解农村孩
子上学的艰难。2004年，我去北京出差，认识了周忠民老
师（中国民间助学人士）的女儿。听她说她父亲以及扶贫
助教义工的事迹，让我很受感动，从那时就开始在心守家园
里做一些事情，在此之前，我自己也在资助贫困学生上学。
在心守家园的论坛上，我看到了 OCEF并且开始关注了解这
个组织，后来认识了OCEF副会长黄晓帆。通过论坛，我感
觉OCEF比较正规，是个正式的助学组织，我认同OCEF的宗
旨、章程、理念。OCEF在国内和在国外的的许多义工为孩子
们所做的事情，这令我非常感动。再后来，晓帆和我联系，
希望我能做些什么，我答应了，就加入了OCEF。正好OCEF
特殊项目组刚成立，我就参与了这项工作，参加了一些建校
项目的调查、审批、检查等工作，并且自费去广西凌云进行
实地考察，我看到那里的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很多学生家庭
条件贫困，有些家庭的贫困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看到那些学
校和孩子，看到那些期待帮助的孩子们的眼神，我更加坚定
了做好这些工作的决心。当我看到那些得
到帮助的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时，我的心里
很满足，充满了喜悦。 

问２：除了特殊项目，您在基金会还
做了哪些工作呢？

除了参与特殊项目，我还参与了西
北地区的监察工作，及2009年启动的教
师资助项目的创建。在新疆义工组的成立
方面，也做了一些事。同时，通过网络和
其他途径，我在新疆介绍发展了两名高中
生资助项目协调员，为我们新疆一些贫困
高中孩子得到OCEF的帮助发挥了一些作
用。呼图壁一中有两名去年受OCEF资助
的孩子2009年考上了大学，为此，我心
里非常高兴。 

问３：您做义工，您家里人和周围的人支持吗？

当然，我太太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资助的二
十多个学生，每次寄钱都是我太太去寄。我只要告诉她给哪
个孩子，她就会及时地把钱寄给那些孩子们。为此，我非常
感谢我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如果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
是做不好这些事的，毕竟这些都是即要花费时间精力，又要
花费金钱的事情。我周围的人，在我的带动和感染下，也有
很多人加入到了助学的队伍中，虽然他们未必是OCEF的义
工，但是他们付出的爱心，一点也不少。毕竟个人的力量是
有限的，只有发动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
好。

 问４：您做义工、资助贫困孩子，您自己认为这中间
感情因素多吗？

我自己小时候上学就很不容易，因此我很愿意帮助他
们。当然，这中间也有一点社会责任感，但是就我而言，
感情的因素更多一些。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的，
但政府的责任更多。 

问５：您做为单位的副总工，工作很繁忙，做义工对
您的工作有影响吗？

应该说有影响，我都是提前30分钟到办公室，处理
基金会的事情，或者晚上。有时也可以利用上班的时间来
处理，只要工作不是很忙。

 问６：您的同事和领导知道您做这些吗？

知道呀，知道的很多。我不是为了什么荣誉，而是去
感动他们，让他们也关注贫困学生，也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单位已经有20多个人在资助孩子，
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工会组织也都以各自的名义资助孩子；

我在单位发起募捐了
5800多元，为广西
凌云县的两所学校更
换了课桌椅；我的许
多朋友也在我的影响
下开始资助学生了。

     问７：可以
说说您对自己的评价
吗？

    我其实和其
他义工都一样，有热
心、爱心，有较好的
亲和力，有一定的组
织能力。做义工、资
助贫困孩子，只是为

了踏踏实实地为孩子们做点有益的事情。我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条件，我觉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范围太小，只有
依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做才能做的更好。我做义工就是因
为觉得通过OCEF这样的机构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学
校得到帮助。 

问８：你对OCEF的发展方向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基金会的发展不需要太快，稳步发展为好，关
键是踏踏实实的做点事，把事情做好、做实，让需要帮助
的孩子们得到及时的帮助。我认为目前基金会的工作中，
义工队伍的建设需要加强，要做好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没
有一支稳定的义工队伍是不行的，对于义工的选择应该以
义工推荐义工为主，问卷考核不合适，会伤害新人的。协
调员队伍的建设更需要加强，他们很重要，一些地方的协
调员没有助手，一旦他有事基金会的工作就要停止。每个
地区的协调员最少要有两个，应该让协调员来推荐自己的
助手。要先发展协调员再去做项目，没有优秀的协调员是
做不好项目的。OCEF的办事程序很严格，这是好的，但是
要适合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要灵活些。组长及其它负责
人应该关心成员，让大家在一种温暖祥和的气氛中去为基
金会工作。大家是在做义工，没有什么报酬的，连几句温
暖人心的话都没有，他们得不到理解，谁能坚持下来？谁
能有那么好的耐力？因此，义工组织内部还需要有一种氛
围，一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融合进来的氛围，不要让人感
觉我们的组织象一盘散沙。

成为一员

我加入OCEF是在2004年的4月份吧，那个时候公司
的工作比较轻松，经常可以在网络上闲逛，很偶然地进了
OCEF的中国论坛，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这样的组织在
国内也不多见，就报名加入了。

当时OCEF在上海尚未成规模，只有十几个人吧．一直
坚持到2006年的有苏老师，Leini老师，发发，心笙等。当
时的格局和现在差不多，也是一个助学金组一个图书组。
还有一位人力义工叫陈林（音）。那时候图书组的组长是
Ｎd，心笙和我差不多时间进来的，yun622和其他的一些
人都是海运学院的同学。记忆很深刻的有木兰和束平，她
们都做得非常努力、非常棒。束平是在助学金组，现在福
州路的那个捐书点就是她联系的，一直都是OCEF上海组最
中坚的募书点之一。那个时候OCEF在上海没有什么影响，
也没有什么活动，给我感觉有点散乱，全靠自己自觉去论
坛找资料熟悉，找事情做。

第一次参加募书和开会

那是2004年的六一儿童节，在高桥小学。当时看来
算不错的成绩了，能够第一次走到市民面前介绍OCEF的活
动宗旨，让很多想要参与到慈善捐助却没有门路的普通市
民了解OCEF。当时捐助的图书后来捐建了两所学校的图书
馆，之后我就在做图书联络的工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跟踪图书的运输。不过书还是很少，人也很少，事情
也不多，直到2005年和新民晚报联合并在2006元旦募书
后，才涌现了大量书籍，并带来大批新人的加入。

第一次参加会议好象也是在六一前后，应该在募书
活动前，心笙找了间教室，大家就一起开了个会。我觉得
以网络为平台的组织还是需要多召开一些骨干义工的碰头
会，能凝聚力量，也能商量做些事情。只有有事情做，大
家才不会散去。毕竟加入到OCEF是想自己能出力做事情
的。比如助学金组一直相对稳定，就因为那个组的事情很
实在也很系统，这样才能让人安心得一直继续下去。图书
组也需要有一些主线的事情来调动大家。

义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初期的困难就是人少，书少，事情少，缺少系统化
的管理，义工之间相对松散，也不知道谁能做什么，渐渐
的人聚拢又散开。而且不是因为和生活有冲突才不得已离
开，就是因为没有事情做，慢慢的淡了。

2005年夏天，OCEF和新民晚报合作后，出现了很大
的工作量，开始也很担心人手不够的问题，最后证明了这
样的担心很多余。我们缺少的不是做事情的人，而是可以
作为骨干的义工和系统的管理。具备了这两样，项目就
能顺利展开，而且借着活动的展开，OCEF也得到了大力
宣传，在这股宣传攻势下，一大批可以成为骨干和踏踏
实实做事情的新人加入进来，人手少的问题就不成问题
了。2006年元旦的募书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自

己观察，现在每天来论坛的游客就很多，他们虽然没有参
与讨论，但一直在关注，只要在关注就是一个好现象。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发掘骨干义工，如何
坚持骨干义工的凝聚作用，保护骨干义工的热情和活力。
如何让组织有序发展，按照制度发展，而不是走一批骨干
义工就出现冷场现象。

当义工工作与本职工作家庭生活有冲突的时候

我其实没什么冲突。开始的时候事情少，工作又清
闲。到2005年夏天后才感觉有些吃力，每个周末都花在这
个上面了，和家庭生活有些冲突，放弃了一些家庭生活。
不过家里人还是很支持的，也不说什么，爱做你就去做的
态度。

我想说的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先保证了自
己的本职工作和家庭生活，有余力的时候再去参与到义工
工作当中。要做的快乐，不要因为这个影响自己的生活质
量，那样就没有必要了。

想对新义工说的话

各位加入进来的义工，热心人，热心网友，无论大家
是带着什么样的初衷进来的，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有空，
能利用业余时间，加入来做一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
事情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心情的
话，就来做一点。但一定记住了，不要影响到自己的本职
工作和生活。

还有就是，需要一些个人能力稍微突出的新人勇于担
当骨干位置，适当得搞些活动，能有效凝聚力量，合理分
配工作量，让大家即能因为有工作不散去，又能因为工作
量合适而不觉得辛苦。很需要这样的人多多出现啊。

结束语

运宝始终乐呵呵得用平稳的语气说着，反而是我这个
采访人一惊一乍，闹得他问：我们在你公司这样说没有问
题吧。嘿嘿，当然没有问题，老虎不在山自然是猴子当大
王。

无论是老虎还是猴子，OCEF都不会缺少领头人，带着
志愿加入的人们一直平静、平稳地前进。

卓韵宝访谈录
采访人：   斜阳
采访时间：2006年11 月

人物简介：

卓韵宝，2004年加入基金会，负责学校联络
工作，2005年担任图书上海组长，2009年开始
先后担任助学组副组长、组长、中国事务委员
会副主席、主席。2009年～2012年任OCEF第
十一、第十二届理事。2012年7月辞去理事职
务，转任OCEF专职人员，负责OCEF中国项目
实施与监察走访，现居上海。

基金会的义工都称他为“运宝”，或许大家
都有尽自己努力给孩子们运去珍宝的想法吧。

110 111



OCEF的历史由千百位无私奉献的义工及捐款人在二十年间用心写就。我们在此
刊出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义工的事迹与感言。许多负责事务执行的义工因要兼顾OCEF
项目运作及二十周年筹备活动而无暇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倩(Jenny)，OCEF中国事务的推动者。她设计并推动中国项目纵深发展，联络
各界人士为OCEF中国项目出谋划策，引进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Jenny自2003年加
入OCEF以来，全情投入，九年来花在OCEF事务上的时间超过10,000个小时，担当
着OCEF中国项目发动机的重任。

刘秀(Sue)，2005年加入OCEF后服务至今。Sue以一位弱女子之躯，承担着上山
下乡、走访学校学生的重任之余，还要兼顾OCEF项目运作及日常事务。她不顾舟车
颠簸，在身怀六甲之际仍然于寒冬走访山区学校，为捐款人提供一线资料；在未坐
完月子之时就重返岗位，协调二十周年活动及项目事务，包括为本刊收集大量历史
图片资料。

黄晓帆(Harriette)，身在美国硅谷，心系中国山村，为OCEF挖掘和储备了大
量人才。作为一位全职的专业人士和照顾一家大小的女性，为了克服时差与中国
同步，Harriette利用一切可以“偷”到的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公司的break 
time，在哄孩子吃饭的间隙，见缝插针地和中国义工联络，处理OCEF事务。

美国德州的Jet，Epic的中国员工，纽约的孙先生等各界善长仁翁，无论经济兴
衰，他们数年如一日地支持OCEF，资助中国乡村教育。

还有更多的义工和捐款人，他们的故事如同散落在天际的无名繁星，未能结集
刊出。但他们依旧以自己的光和热为远方另一片天空下的贫困学子送去点点祝福。

义，两千多年的中华价值体系中流传下来的核心价值之一，历久而弥新。《说
文》中有道：“义与善同，故从羊”。义工，并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仰望星空，你
们以行动写就一个大写的“义”。

義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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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爱传递下去

很高兴再次给你们写信。首先祝贺
OCEF成立二十周年。

几年前，就在我即将面临辍学的时
候，是你们给我们送来了温暖，资助我们
继续完成高中的学业，鼓励我们好好学
习，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的。

如今，我已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在
学校还经常参加各种爱心活动，不仅仅
使我个人学习到很多知识，而且还能帮
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我相信，只要我
们坚持，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帮助他们一

把，他们就有勇气、有力量继续往前走。
当然，无论如何，所有的人都只能在旁边
扶一把，真正要走的路，还是靠我们自己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往前迈。我们的
成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它也
是一种责任，是我们对他们和国家的爱的
一种报答，我们也只有成功了才能有能力
将这一种爱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在无助
的时候能感受到温暖。 

                     受助学生：杨文霞

          我的公益梦，缘结OCEF

听到OCEF二十周年庆要做一个专
题活动，需要采访我们这些受到资助的

大学生时，心里真的很激动，但现
在提起笔来，仿佛一切又不知该如
何说起，所有的言语都觉的是如此
的苍白无力。

现在还清晰的记得第一次见
到刘秀姐姐时的情景，当时因为家
庭条件不好而被选为OCEF的资助
生，那时候，说实话，对OCEF并
不是特别了解，只是知道有一群陌
生人在默默的关心着我们，资助着
我们完成学业。后来，我了解到，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职业不是老
师，不是医生，更不是商人，他们
有着一个神圣的名字-志愿者，甚
至有的人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当一
名专职志愿者。

也许就是因为那次触动，上
了大学后，我选择加入了一个公

益组织，希望现在的自己，长大了的自
己，可以帮助别人一些，也许是一种感
恩回馈的心态吧!

我常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把公
益当成一种习惯，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而不是刻意为之，这样或许会体会到更
多奉献的快乐”，我想说，不管是大
学，工作或是其他，也许我周围的一切
都会变，但我一定会将我的公益心坚持
下来，不苛求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但一定要收获平凡中的感动，只为心安。

                  山西晋中学院：陈洁

        我和你的故事

第一次见你的背影，是在一个午
后，犹记得，那天，很蓝；阳光，很灿
烂；空气中，有淡淡的花香；于是我就
想，什么时候你可以这真正见到你，因
为你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很多......我
想能见到你的人，一定是很优秀吧，我
也要向他们那样优秀！

真正见到你是在高三模考完后，老
师告诉我你来了，为我而来，我去了。
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背影：“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发放仪式，得到了你给我的一
千元钱。我的心里很激动，坐在那里，
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心情很忐忑！对
我来说，对一个家里有三个孩子的家庭
来说，这些钱就是救命的。我和姐姐都
要上大学了，两个大学生对一个农村家
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曾经也想
过辍学，但是那样的话，我爸我妈努力了

手写我心     
OCEF伴我成长

贵，基金会对我的帮
助也像是雪中送炭般
温暖。我常常想我是
那么的幸运，因为有
那么多人关心着我。
我也立志努力学好知
识技能，将来更好地
回报社会，将这份幸
运传递下去，温暖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江西财经大学 
欧阳纬菲

          我和“OCEF”  

一 晃 自 己 的 大
学 时 光 已 将 过 一 半
了，在我要感谢的人
当中我还要感谢一个
机构——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会，从高二进
入大学我一直接受他
的资助，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会给我的不仅
仅是金钱上的资助，
同时更值得我庆幸的
是我在OCEF里面认
识了几个很好的外省
朋友，到现在还保持
着联系，更让我的精神上有了前进的动
力，每当自己不努力学习的时候，一想
到海外教育基金会给我的资助，他们对
我们的希望，我没有资格堕落，就又一
次精神饱满的开始自己的高考复习，虽
然我上的高中和大学不是最好的，但是
我相信只要我好好地努力，在各个方面
不断地完善自己，将来有一天真正进入
社会的时候，我会让很多人为我骄傲、
自豪。

                   成都大学：孟虎   

　　

一辈子，吃苦了一辈子，就没有意义了！

谢谢你，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是
你让我有了可以编织梦想的机会！我如
愿考上了新疆财经大学，你们还是一如
既往地资助我，不但缓解了我家的经济
负担，还让我可以安心求学。我希望我
可以成为你们中的一个，可以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谢谢你！

              新疆财经大学: 陈燕春

             带着感恩，一路前行

由于家庭的贫寒，我们全家从河北
一同去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
谋生。 尽管父母没日没夜在这里种植无
公害大棚蔬菜，但由于父亲的糖尿病，
家庭经济状况总是入不敷出，但是父母
依然坚持要我上学。我当时把舌头都咬
麻了，从此下定决心一定得好好学习，
转眼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当地的一所重
点高中。

开学的日期到了，我硬着头皮拿
着八百块钱来到了和静高级中学，在班
主任的帮助下我向海外教育基金会申请
资助，每学期都定期资助我一千元的费
用，解决了我的全部学费和书本费，帮
助我顺利地完成了高中的学业，考入了
新疆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我不再为贫穷而自卑，不再为无助
而落魄，我坚定一个信念，作为一名预
备党员，平凡的我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而
变得不再平凡，回报社会是我义不容辞
的责任。                                                     

                   新疆大学: 陈运勇 

我是欧阳纬菲，来自江西省吉安白
鹭洲中学，现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
专业。

我接触到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是在
高中的时候。当时刚刚收到吉安白鹭洲中
学的通知书的时候，心里很是欢喜，可
是也发现了爸妈的窘迫。是啊，家里3个
孩子都在上学，我考上重点高中自然是好
事，可是上学的开支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
而言也是巨大的压力啊。后来我听说了海
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在老师的帮助下顺利
申请到了助学金。心里很开心，真的。

高中六个学期，是每个学期1000
元的助学金，每次学校都会召集我们去
开会，然后把装有助学金的信封交给我
们。校长每次都会出席我们的助学金颁
发仪式，还有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在我
们学校的负责人李仁芳老师。老师们很
关心我们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学习。每
次拿着信封都会觉得心里很暖，是的，
很暖很暖。它告诉我贫困是可以战胜
的，因为有那么多人和我站在一起，我
不是孤单一人。

有人说“雪中送炭”的情谊最珍

“我希望他们能
和我一样，有实
现梦想的机会!”

或许在我这一生中，
可能没有机会见到这些身

在异国他乡，却不忘祖国人民的好心
人，不能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但我知
道我自己该做什么，该怎样回报他们的
爱心、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我现在
求学于天津师范大学，希望将来毕业后
回到家乡做一名教师，为家乡的孩子们
服务，为家乡的教育做自己能做的事。
在此，我深深地感谢在为OCEF工作的
爱心人士和支持OCEF爱心行动的好心
人。祝你们身体健康。

           天津师范大学：谢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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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OCEF的故事

月色弥漫，繁星点点，整个村庄在天地的怀抱中显得越发的安静、祥
和。唯有我家，正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学费遥遥无期，母亲又病倒，我甚
至有了辍学的念头，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我又背起沉重的行囊，来到
了我念高中的县城。

在基金会的帮助下，我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也正是这笔助学金，它真
正震撼了我的心灵，改变了我的价值观，知道了生活并不是没有希望，知道
了这个社会充满了爱。是这笔助学金，让我有了追逐梦想的机会，找到了自
己前进的方向，并且带着一份坚持的关爱一直走下去。

在那两年的学习中，虽然我走得很艰辛，哭过，笑过，迷惘过，但是我
却没放弃过，我知道，无论怎样，都会有帮助我的人在我身边，有你们这些
亲人远在成都默默地看着我，给我加油，给我力量，每当我想到这时，我都
会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勇气和意志。 

前路艰辛，我已无惧。  
西南大学：陈明贵

胸怀感恩，扬帆远航



  

时间过得真快，屈指一算，从我第一次听到OCEF这个
名字到现在自己成为OCEF的一员已经过去5年了。可以说第
一次接触OCEF的我是一个旁观者，只是以一个看客的身份体
验受助者的不幸与无助。当我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到这项
工作当中去的时候，我发现光凭借热情和感情是无法做好这
项工作的。对于被资助者，OCEF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标准和依
据，可以让我们更客观也更理性的去对待每一个提出申请的
学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在面对种种问题时就有
了统一的标准，在不能全面兼顾的前提下，可以公平公正的
去选择更需要帮助的孩子。

转眼之间，我自己从事协调员工作已经2年多了，从第
一次的震撼和激动，到现在的理性和客观，OCEF教会了我该
怎样去理解慈善公益事业。帮助他人，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
情。让爱传递，我想就是他们明天要做的事情。

新疆：刘传建

疏附县第二中学创办于1970年，是疏附县唯一一所全日
制双语“民汉合校”完全中学。新疆疏附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学校有85%的高中学生来自喀什地区附近各县及农三师各农牧
团场。这里的各县, 团场均属于边陲小镇。它们地处沙漠腹地, 
干旱少雨, 自然资源匮乏，土地贫瘠沙化。大部分家庭仍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当一年一度的中考结束时，在我们的身边又有

一批品学兼优但家境贫寒的学生急需得到帮
助。对他们而言，离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求学之梦似乎只有一步
之遥，但他们中有部分同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徘徊在学校门外，
继续求学之梦难以实现。此时此刻，他们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关
爱和物质上的帮助。

OCEF的义工在2007年通过一次校长会议了解到边远的南
疆小镇疏附二中的具体情况，开始对我校的第一批20名高一
新生进行走访。我一路陪行，看到了平时没有看到的许多令人
伤感的情形和场面。我了解到OCEF是一个非盈利性、独立的
慈善团体，不从属于任何官方或其他民间组织，不带任何政治
色彩，教育是它唯一关心和注视的对象。通过协助OCEF开展
资助，品学兼优的贫穷孩子得到资助，继续上高中，真是一件
令人高兴的善事。能为这些孩子们圆了求学之梦，也是作为一
名教师的责任。每次我在组织发放助学金时，家长、老师、学
生都怀着一份感恩的心，祝福那些献出一片爱心的好心人们，
全校学生在《感恩的心》的乐曲声中，认真虔诚地做着手语
操，以此表达一份深深地感激之情。     

新疆疏附县：计瑾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OCEF。那是去年4月份吧，
为了搞好学校的广播站，当时我正在摆弄我们学校的自动
播放系统，校长说有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我们

协调员的故事

在OCEF活跃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深入基层，走在第
一线，为基金会带来了详实而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有了他们，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他们

就是基金会的协调员和在一线工作的义工。

学校，对我们学校的校报比较感兴趣，让我去和他们打个招
呼，交流交流。这算是我和OCEF第一次结缘吧。

到了马上放暑假的时候，校长说OCEF在吉林有个阅读
夏令营活动，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锻炼锻炼。我想作为一个老
师，只有自己的走得多了，看得多了，才能更好地教好学
生，尤其是我们西部落后山区的学生。抱着这种取经学习的
态度，我毫不犹疑就答应了校长。

我和来自山东、贵州、河北、宁夏的其他几位老师，以
及基金会的同志在北京汇合后就去了吉林四平市，在那里开
展了为期一个多礼拜阅读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才基本上
了解了OCEF的方方面面，更和OCEF的同志们有了零距离的接
触，我觉得基金会的工作既平凡又伟大，于是我有了一种也
想做点什么的冲动。

今年四月，通过基金会的刘秀同志介绍，我以一名协调
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OCEF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

但是从根本上说，我对OCEF并不算很了解。所以当我看
到《关于举办OCEF20周年庆暨协调员年会的通知》时，我很
开心，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本着了解和学习的
态度，能够听听老一辈协调员他们的工作经验，他们的工作
感言。作为我以后的工作航标。

甘肃省会宁县：梁富钱

    

2001年，黑龙江省大庆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从海外中国教
育基金会获得25名贫困学生资助名额，分配给我县3个名额。
我接到通知后，就与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的重灾区
江湾乡的中心小学取得了联系，并亲自到5户贫困学
生家调查，最后确定三名资助对象。2001年12月，
孙启梦、陈友双、赵韶哲三名学生领到了每人155
元的秋季资助款。他们都非常高兴，纷纷表示：一
定要好好学习，绝不辜负基金会各位叔叔、阿姨们
的期望！

我从事OCEF的协调员工作已有11年了，这些
年来，我深刻感悟到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对我国贫
困地区教育事业的这份浓厚的感情，非常钦佩那些
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各位会员，也为每一位监察员
的那种敬业精神而感动不已。

 我县幅员面积大，人口又少，再加上这些年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充分落实，乡镇和村级学校的学
生越来越少，还有些条件好的家庭从幼儿园就将孩
子直接送到县里上学。所以，县委、县政府为了整
合资源，决定明年在县里成立初中城。从此以后，
乡镇不再设初中，村级不再办小学。这样一来，对
一些贫困家庭来说，负担就会加重，因为有些村屯
距离县城近200公里。

我希望基金会从2013年开始，给我县增加初中
生资助的名额，再次给予那些渴求知识的贫困学生
们无私的援助，以免让这些将来有可能成为国之栋
梁的莘莘学子们过早的凋零，为此，我再一次代他
们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黑龙江大庆：白卓庆

   

自2004年开始，我有幸接触到了海外中国教育
基金会的助学工作。那时，我从部队转业进教育系
统工作不久，这年的暑假，我遇到了海外中国教育
基金会派来的第一个监察员—北京市高级工程师周

监察员。他那无私奉献、艰苦朴素和执着顽强的工作精神，
深深地打动了我。从那时起，我一直协助该资助点协调员戴
毛香老师的助学工作，无论严寒酷暑，只要工作需要，我都
陪同戴老师进行家访、调查、照相等助学事项。

2008年春季，已退休的戴老师由于身体状况欠佳，并准
备随儿迁住外地，临行前，戴老师把助学的工作重担交给了
我。2008年秋，我自愿申请担任了该资助点的协调员。

在我的助学工作中，先后接待了衡山县的邱监察员
（2007年）、上海市社科院的曾监察员（2009年8月）和
2011年到本资助点的北京市刘秀监察员（两人）。他们不
畏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艰辛地走访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家庭
和图书资助的边远学校。白天家访调查，晚上整理调查资料
到深夜，但谁也没有被困难压倒。我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心
愿：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让海基会的每一分钱用到最贫困
的最需要的地方，点亮特困学生心中的那盏明灯。

湖南新邵县：刘旺新

   

2002年，我有幸成为OCEF的一名协调员，主要负责
OCEF在贵州六盘水的项目。10年来，自己除了干好本职工作
外，默默地在大山深处认真履行义工职责，先后参与实施了
小学生资助项目，高中生奖学金项目、代课教师资助项目、
建校项目及图书项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OCEF能在六盘
水实施这些项目，是对我的信任。十年来业余坚持做好此项
工作，主要是监察员周忠民先生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

一张破旧的垫子，简单的铺盖
这就是孩子们全部的家当
虽然宿舍很简陋
但对这些孩子来说，能上学就是莫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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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体会
用心观察

用手中的画笔
描绘眼前，书写未来

让爱传递

我与OCEF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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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OCEF的故事

我与OCEF的故事

我做义工  快乐！



2005年5月，监察员周忠民先生到六盘水探访，我
陪同周先生每天都要走8个多小时的山路。2008年，老周
再次到我地探访，仍然是一村村一户户认真地了解受助对
象，晚上还不顾白天的疲劳认真处理探访资料传给OCEF。

周忠民先生的行为就是OCEF倾力扶持贫困山区教育
的缩影。10年来，我每推荐一个对象，都要亲自到实地
探访、拍片，收集各种申报材料整理后再寄出。每学期款
到后，照例组织家长、教师、受助者集体发放。凡资助对
象，我不仅是探访了事，而且常跟踪其家庭、学习的变
化，并鼓励受助者努力学习，成就未来。

做一线义工，要有责任、要付出、要承担风险、要接
受误解。这是自己10年来做义工的感悟。但当他人得到帮
助，我便收获了快乐！                                                

                                    贵州：郭府祥    

二十年来，OCEF由稚嫩走向成熟，而与OCEF一同成
长的，不单有老一代华人学生，还有生于海外的第二代华
人。在OCEF，有不少两代人甚至三代人一同做义工的事
例。

Kelsey（曲琴）是一位美国华裔高中生,就读于美国爱
荷华州Rivermont学院.

在母亲刘馨女士的引导与鼓励下，Kelsey于2011年
11月开始为中国贫困学童在学校和社区中筹款。义卖饼
干零食，在校内的亚洲俱乐部做展览，向校长申请拨款
捐助中国乡村学校，Kelsey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助学筹款
中。2012年3月，Kelsey成功为贵州织金化董小学的孩子们
筹建起一个图书室！受此鼓舞，2012年的暑期，Kelsey与
就读于Pleasant Valley 中学8年级的弟弟Harrison（曲策）
一起，筹划在阔德城（Quad Cities,一个位于美国伊利诺伊
州和爱荷华州交界处的都会区）的咖啡厅与书店做大提琴
慈善巡回义演。

Kelsey与Harrison希望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筹建一系列
以“星星点灯”为名的乡村图书室，为万里之外的中国乡
村孩子点亮一片天空。 如果，您在阔德城的某一个咖啡厅
或书店遇上这对ABC姐弟，请不吝送上您的掌声与鼓励！ 
Kelsey & Harrison, GO GO GO!

手写我心－
      Kelsey & Harrison的爱心故事 

My name is Kelsey Qu and I am a high 
school senior at Rivermont Collegiate in 
Iowa.  As an active volunteer, I enjoy helping 
people in the local community or across the 
world, in any way I can.  As a ABC I always 
feel a strong connection to China.  So when 
I first heard of OCEF’s Library Program, I 
knew that it is something I wanted to do.  
It is the perfect project that reflects my 
passion, value and heritage.

Last school year, I held fundraising events 
at school by doing bake/sack sales during 
lunch time.  I also used my negotiation skills 
to persuade the school headmaster and my 
parents to match what we raised at school.  
With everyone’s help, I was able to raise 
enough money to donate a library to Hua Dong 
Elementary School in Gui Zhou province.  It 
was such a great feeling to see the smiles on 
the faces of those children!

This summer my brother, Harrison, an 
eighth grader and I want to donate another 
library.  Since our talent is music, we decide 
to do a project  “Music for Books”, where we 
give benefit concerts by traveling to different 
venues such as coffee shops and bookstores 
in the Quad Cities, which consists of 
Bettendorf and Davenport in Iowa, and Moline 
and Rock Island across the river in Illinois.  
All the money we collected during the “tour” 
will be donated to the library program. 

My brother and I plan to continue this 
as a long-term project with all the libraries 
named “星星点灯”.  We envision each library is a 
star, however dim and far away, but if we keep 
adding more and more stars, the whole sky 
will be lit up some day.  Just like the song: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More hope and light to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world! 

希望之光 照亮前程
我们一路走来

伴随着OCEF的成长
我们心怀无限感激

要让这爱的火种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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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OCEF就是这样一个发源于民间，立足

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草根慈善组织。二
十年里，OCEF的成员们甘于奉献，社会各
界人士鼎力支持。OCEF这样一颗慈善的种
子，历经风雨，茁壮成长，终有所成。对义
工来说，OCEF是志同道合的队伍，是改变世
界的起点，是温暖心灵的家园。对捐款人来
说，OCEF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是扶贫救弱的
桥梁，是传递爱与希望的薪火。对受助学生来
说，OCEF是带来温暖的阳光，是改变命运的
杠杆，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二十年里，有那
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那么多平凡和不
平凡的故事，如同涓涓细流，汇成了历史。或
许，我们的力量还很小，我们的运作还不够
成熟专业，我们助学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
高。但是，我们的信念，从不动摇；我们的
目标，从未放弃。同心同德，一起努力。我
们相信，明日的OCEF，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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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二十载青山踏遍，培绿苗百年树人。岁月荏苒，未及

抚今追昔，OCEF就已来到20年边上。从筹划OCEF2０週年

纪念特刊到完稿付梓，一个月间，我们採访了数十位见证

OCEF一路走来的同行者，记录下2０年资助数据与点滴故

事。读毕这本特刊，如果您的心弦也曾被其中的人和事所

拨动，请与我们一同将助学薪火心手相传，照亮未来。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这两个月来参与2０週年纪念

特刊工作的义工们。在繁重的个人工作生活之余，他们为

纪念特刊的编撰通宵达旦地忘我投入，以专业精神诠释了

义工之“義”。2０年来，正是有千百位志同道合的OCEF

义工，以热情与心血写就OCEF历史。

感谢你，一路同行，吾道不孤。

关偲然 (Vicky Kwan)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副会长兼执行理事
2012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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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Liu 刘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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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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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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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途径

请在捐款前登入OCEF在线募捐系统 (https://ocef.org/pub)，填写捐款金
额和指定用途。 

1. 金融票据：OCEF 接受支票  
(personal/business/foreign currency/casher’s check) 
汇票 (money order/bank draft)  

请在票据上注明捐款登记号码，以便查询。处理时间：3–6 个星期。
Pay to： Overseas China Education Foundation 
Mailing Address： P.O. Box 772436, Houston, Texas 77215-2436, USA
 
2. 信用卡: 通过网络慈善平台捐款（Causes， Justgive，Google 
Checkout，Paypal），电子邮件收据可作退税凭据。

3. OCEF Capital One 信用卡：通过OCEF官方网站申请OCEF信用卡， 
所得积分会转化为捐款 

4. 股票及期货捐赠

5. Payroll Deduction：授权雇主直接从您工资中一次性或逐次扣除一定
金额转给OCEF 

更多捐助方式，请访问OCEF官方网站 http://www.ocef.org/donation 

联系我们

OCEF 官方网站：http://www.ocef.org   

中国事务网站: http://china.ocef.org 

地址/Address: P. O. Box 772436, Houston, Texas 77215-2436, USA 

电话/Phone: (281)-506-2018 

电子邮件/Email: ocef@o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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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鸣谢

2011年12月，25位网友决定将他们撰写的电子书《子女读名
校，父母谈心得》义卖的收入及使用权捐赠给OCEF作为建校项目
资金。电子书发售至今，已经售出逾2500册（2012年8月数据），
有望在贵州山区修建起一所小学。 

电子书订购email: wxc.book.order@gmail.com
OCEF感谢包括25位书组成员在内的广大捐款人！是你们的不

懈支持，才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空。谢谢你们！

 

 · 地址/Address: 
P. O. Box 772436,  
Houston, Texas 77215-2436, USA
 · 電話/Phone: (281)-506-2018
 · 电子邮件: ocef@ocef.org
 · 官方網站: http://www.ocef.org
 · 中國事務網站: http://china.oc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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