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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

      由涂新弟会长带领几十位热爱公益的温籍企业工商人士发起，在2013年2月15日筹备，

于当年6月5日经省民政厅批准成立。致力于关心孤老、帮困助学、救灾扶贫、倡导公益等

慈善爱心活动。

我们的愿景  善行天下 共享和平●

我们的使命  给弱势群体带去信心和希望●

核心价值观  和谐 敬业 诚信 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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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概况

       怀着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理念，带着

一颗感恩回报的心，一群温籍企业工商

人聚在一起，筹办了浙江省和平慈善基

金会。我们本着“善行天下 共享和平”

的愿景，执意要给弱势群体带去信心与

希望。

       涓涓细流汇成海，一元捐赠一份爱！

在大家慷慨解囊，热心捐助支持下，和平

基金会稳步发展。我们对低保户和贫困孤

寡老人开展了“和平食物银行”助老项目，不仅送上了营养食品，更带给他们温馨的关怀。

使孤者不单，寡者不独；虽然近黄昏，夕阳也美好。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开展了“和平无忧

助学”项目，帮助他们安心学习，奋发成才。有些同学已经毕业到各单位上班。他们既有

一技之长又有稳定的工作，美好的人生从此起步。对中西部贫困群体开展了“爱的新衣”

助困项目，把众人的爱心带给中西部同胞。寒冬无情，人间有爱！温暖的新衣让他们度过

了一个不再寒冷的冬天。

       五年来，和平基金会累计公益支出2210万元，受益人数达到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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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透明度全国并列第一

愿景使命



学生走访

探访结对大学生有感

人已回家，

心还在你们那里。

所有的心情都无法复制，所有的触动皆成印记。

当温馨的画面被记录时，我的心灵也随着记录的画面完成一次洗礼。

这样的画面也住在了我的身体里。

当她们在阳光下欢笑，朵朵艳丽鲜妍、轻柔欲滴。

这通过心窝的甜蜜是多么令人欢畅淋漓。

当他们在谈论就业时笃定，颗颗蠢蠢欲动、闪亮灵性，

这曾几何时的记忆是多么令人兴奋熟悉。

再幸福的时节，也总会有一些疼痛的记忆，眼前不住闪过，是那些求学时尚需结对的稚气的脸。

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应该尽已所能的帮助她（他）们。

让她们为这个世界争妍添色，让他们照亮普天大地。

这一段与你们相依的际遇会永远停留在我的生命里！

                                                                                                                               ——叶素芹

项目背景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在当今

的社会中可能会得到质疑，因为

大家觉得行行出状元。但是对于

山区的孩子来说，如果不借助读

书这一条路，可能连大山都走不

出来。我们希望通过助学，让这

种资助从“输血的过程”产生

“造血的功能”，让这些孩子能

够通过学习，走出大山，从而帮

助和改变他的生活。

项目使命

       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

学子顺利上学，完成学业。

项目概况

       项目长期结对贫困家庭的

小学生、初高中生、大学生，

提供生活补助，并走访关怀。

通过爱心助学、励志奖学金、

品格成长营、推荐就业等工作，

较全面的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累计结对帮助学生36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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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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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内心是自由的，他们不再被各种仇恨、抱怨、苦毒所影响，在接下来的活动讨论分享环节，孩子们表达

说，他们感受到了自己被关注、被爱，以及多用赞美去肯定别人，建立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之后孩子们又被带到一面“赞美感恩墙”，上面以小组为分区，每个孩子和老师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

信封，写上自己的名字，贴在墙上，在接下来的3天营会中将自己想对某人表达的感谢、赞美投在他/她的信

封中，营会结束后各自再取走自己的信封，由此鼓励大家多发现身边人的亮点，细心观察，乐于感恩，鼓励

别人，自己也受到鼓励，增强信心。　　

       16日上午，游镇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友善与善良》，在这个课程当中，游老师主要通过拥抱，让大家去

感受友善，感受彼此相爱。孩子们在拥抱当中也更多的感受到了力量、爱、鼓励、温暖、信任、开心。　

       16日下午，张璟、沈洋老师进行了第三堂品格课程——《诚信与信实》。老师们通过两个游戏教导孩子

们从小做一个守信用，实事求是的人,就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诚信机制,让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安全的，健康的，

诚信环境里。　　

       在两个游戏之后的自由分享环节，孩子们谈到他们的感受，整个游戏需要与伙伴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

大家都认识到做一个让别人信任的人多么重要，自己身边也需要赖以相信的伙伴。　　

       17日上午，陈景鸿老师带领大家学习品格课程——《爱国与仁爱》。爱国需有仁爱之心，因此我们爱我

们这个国家，就需要爱我们的同胞，如果我们没有一颗仁爱的心，我们就无法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爱我们

的民。陈老师通过一个跨越绳子的集体游戏，让孩子们懂得了团队合作，懂得了为每一个人鼓励，懂得保护

每一个人，懂得付出、奉献自己，在这样的游戏当中，也真正的让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爱。

       17日下午，杜文婷老师进行了本次营会最后一堂品格

课程——《文明与恩慈》。我们的文明程度来源于我们内

心有没有懂得感恩，并且可以对付出的人是一种积极的回

报，能够去爱他们,当我们感恩身边的人的时候，文明程度

就增加了, 就如我们感恩老师，我们上课就不会说悄悄话了，

于是呢，我们就真的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孩子。杜老师的课

程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搭建感恩积木，小组每个孩子在搭

一块积木时需要对本组某成员献上一句感谢的话，在游戏

过程中，孩子们也真的体会到感恩所营造的美好氛围 。

县教育局

市锦江区同路人青少年关爱中心承办，信得基金赞助了这次营会的所有费用。本次活动有83名学生参与，志

愿者人数为25人。　　

       15日上午，营会在特木里镇中心校比曲校长的致辞下正式拉开帷幕，随着本次营会的主题歌《让爱走动》

缓缓响起，上午的活动也正式开始，分组、自我介绍、破冰游戏、团队建设让孩子们迅速的与志愿者团队熟

络起来。　　

       15日下午，同路人青少年关爱中心的沈洋老师通过“赞美洗车房”的游戏，为孩子们上了第一堂品格课

程——《自由与喜乐》，沈洋老师通过游戏，让孩子们学会开口赞美，当每个孩子开口赞美别人的时候，他

、布拖县特木里镇中心校的大力支持。由浙江省和平慈善基金会和凉山州温州商会联合主办，成都

       随着杜老师的课程结束，开始了营会的最后一个环节——闭营典礼。在闭营典礼中每个小组的孩子都为献上了

为此次营会精心编排的节目，彝族歌舞、小品、情景剧、手语舞，虽然在这三天中，孩子们只能抽很少的时间排练，

但是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节目，都让每一个志愿者看到了他们的认真与用心。当孩子们表演结束，也进入到闭营典

礼中最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取赞美感恩信封并分享，当孩子们看到小伙伴为自己写下的赞美感恩话语时，每个人

都流下了眼泪，有些孩子们上前拥抱自己的同伴，拥抱自己的老师，泪水中有爱、有不舍、有依恋、有感恩，特木

里中心校的比曲校长也在这样的感动中向全体志愿者致谢，并宣布2018“让爱走动”品格成长夏令营闭营。　　

成长
格

　　2018年7月15日，“让爱走动”品格成长夏令营在布拖县

特木里镇中心校开营，此次营会为期3天，得到了凉山州布拖

　　短短的3天活动中，孩子们学会了用赞美让自己的内心获得自由，用拥抱来传递友善，用守信来建立诚信，用

爱人让自己有一颗仁爱的心，用感恩来回报身边的老师、同学。在3天活动中孩子们也真正感受到了 “让爱走动”

的力量和温暖，这次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真正了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可以将此

应用在实际生活和生命中，真正的做到“让爱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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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留守儿童品格成长营在浙江远安流体有限公司举办，对象为该公司职工的子女。平

时他们远离父母，在家读书。借此营会使他们来到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并在品格，才艺

各方面得到提升。时间为7月9-21日，参与的义工老师有15位，接待孩子总人数为45位，固定参

加的人数为35位。分大、中、小三个班级，课程设有品格教育、开心学习、才艺兴趣班、课外活

动。每天早上我们为孩子准备互动游戏与唱歌，下午的才艺兴趣班设有音乐、美术、手工、语言、

魔方,接着是点心与课外活动。这次营会的成功是靠着爱和义工的坚持与汗水打拼下来的成果。随着

时间一天天流逝，孩子们从陌生到认识，从认识到熟悉，一起玩耍一起游戏唱歌跳舞，分散那天我们

和孩子是用泪水告别的，大家一起期待着明年再次的相聚。

       中班的孩子，里面有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无法抚平的烫伤在他的下半张脸上狠心地刻下烙印，脸上是

伤痕累累，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些什么，他左手无名指也是断了一小截。由于烫伤，他不能张大嘴巴，所

以吃饭也是最慢的。这一直封闭着自己的内心的孩子不愿意融入团体，我们尝试让他成为团队中的核心让

大家围着他转，欣慰的是，在接下来几天的相处下，他会和同学们打闹嬉戏，这是很大的进步。还有一个

9岁女孩子叫XXX，她个性开朗，表现优异，看起来都不错，谁知道命运无情的夺取了她父亲的生命。就

在前年，她的父亲因白血病去世，毫不知情的她匆匆从学校赶到医院，却没有望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而她

的妈妈伟大的撑着这一整个家，抚养着她和她妹妹。这孩子很懂事，却有着同龄孩子不该有的懂事，不禁

让人感叹。　　

        本来进出工厂保安是需要检查行李箱的，出于信任，他们后来选择直接放行，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

在举办晚会的那一天，除了孩子们的父母，还有许多嘉宾来观赏，在此我们非常感谢厂方慷慨大方的支持

还有行政人员的默默付出与关注。　　

       其实这些都只是生活中一小面的镜子，世界那么大，有些生活不易的孩子还未曾引起社会的关注，但

对我们来说，这是成就的一大步。这次营会让我们深深得着，不论生活

如何，只要我们有爱，就能融化一片冰山，感化这些孩子和大人，就让

爱继续走动起来，编制美丽的梦想吧！

>>> >>>

       这次营会的困难有很多，比如让大孩子敞开心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班大孩子们不

愿意分享不愿意互动，但在义工老师爱的鼓励下，最终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以为我从

来就没有妈妈，但在我亲眼看见妈妈被推进手术台的第一次见面，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有

妈妈的孩子。”孩子摸着眼泪带着哭腔说道。还有一位孩子说，自从妈妈产下第二胎，

就再也没有关注过自己，电话也没有打来，什么问候也没有，他觉得他被全世界抛弃

了，没有活下去的欲望，甚至连车迎面飞驰而来，他也不想躲开…。这些都是缺少爱

的孩子，缺少关怀，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注与付出，需要知道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

有一位孩子被我们的热情打动，和我们玩得很要好，最后抹着眼泪提出想要与

我们一起，去做慈善，这样就不会离开我们。

留守儿童成长营留守儿童成长营



       本年度组建17支义工队，约200位义工；在温州8个县市分为17个区域长期照顾225位孤寡老人。

       每二个月一次走访关怀，并送上300元的营养食品。不仅提供物质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爱的陪伴；

使他们孤而不单，寡而不独；得到温馨的关爱。累计照顾孤寡老人573位。

项目背景

       持续照顾处于贫困中的孤寡老人

和低保（边缘）户，给予心灵关怀和

营养食品，改善他们的生活。

       当前，随着农村青壮年的外出务工，社会又进入老龄化，农村孤寡老人的生活是一个棘手

问题。和平食物银行项目针对低保（边缘）户及山区孤寡老人的孤单寂寞、营养缺乏的情况而

设立。这些老人或年老体衰、或无儿无女，或疾病缠身，在温饱问题上挣扎求生。若不妥善处

理，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通过此项目，我们希望这些低保（边缘）户和孤寡老人可以老而

不苦，老有所乐，安享晚年。

项目使命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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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请您按个指印，需要做账留档；财务规范

是必须的。

细心地叮嘱：阿婆要注意保养身体哦。 老爷爷拉着义工的手，“可把你盼来了”。

阿婆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孤孤单单的；看到义工

来了，开心的笑了。

拉着您的手，陪您一起走。

温暖的拥抱，亲如一家人。
夏天食物较难保存，送上冰箱保鲜。

在木结构的老房子里，与两位受助者来个

合影。

慢慢来，我扶您。收到慰问金，大妈开心的笑了。

受助者开心的笑容是最令人欣慰的。亲切的笑容，送上慰问金。

仔细的交代，留心的倾听。 老婆婆80多岁了，行走不便长期卧床；义工

阿姨关心她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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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3年，机缘巧合下我们来到了四川大凉山，目睹了彝族同胞们艰辛的生活。当时的那份

感动一直激励着我们，拷问自己，还能为这些生活在困境中同胞做些什么？

       多年来，我们不忘初心，坚持“扶贫贵在精准”的原则，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这些需

要帮助的人。新衣是我们能获得的最丰富的资源，我们希望把这些新衣服当作一份精美的礼物，

带给他们最切实需要的温暖。我们将构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工商界协同推进的扶贫新格局，

传递我们最温暖的爱心。

项目背景

和平爱的新衣和平爱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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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命

       “爱的新衣”致力于为贫困地区的儿童和困境家庭送上温暖

的新衣,让他们度过一个不再寒冷的冬天；用爱心带给他们多一度

的温暖。



       山里阴雨天持续近三个月。没有阳光的

日子里，一盆熏眼的炭火，帮助祖孙抵御寒

风的侵袭，烘干湿漉漉的单薄衣裳，同时也

炙烤着无奈。

       四个孩子的早餐：一盒方便面，弟妹们

吃完啦，懂事的老大最后才捞一些残留的面条。

      天依然阴沉沉，雨依然淅

沥沥，雾依然迷茫茫，路依然

泥泞泞。我们行走在彝家村落

极为糟糕的小路上，所见到的

都是一些令人揪心的事。这里

的百姓生活还是那么的贫困。

孩子们在寒冷的初冬，脚上穿

着露脚趾的鞋，赶着羊，驱着

猪在村外放牧，一张张冻得发

红的小脸透露出本来就属于这

个年龄的微笑，一双双渴望的

眼睛将我们细细打量。

      姑娘爱美，自理能力忒强。

       披着“查尔瓦”蹲在斑驳的老墙根下，打量着我们的到来。

      冻僵了的双手，捧着我们送给他

的糖块却怎么也剥不开糖纸，只能用

牙撕咬。我帮他剥开一粒塞进他的嘴

里，他笑了，笑得是那么地开心。

       硕大的背篓本不应该由她来背负。那柔弱纤小的肩头本应属于

小书包的领地，生活就是如此不公，她必须咬着牙背着。

      我们问小哥俩的母亲：孩子的

衣服怎么脏了，为什么不洗一下？

母亲说：一是没有换的，二是怕洗

坏了。小哥俩听着无忧地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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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生活照

       蔡剑平  摄影

       王曙  摄影

       王曙  摄影

       陈登星  摄影

       林建华  摄影

       王曙  摄影
       滕子舟  摄影

       王曙  摄影



项目概况

       2017年7月到2018年6月，爱的

新衣陆续发放到了新疆、西藏、青海、

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等十八个

省份三十四多个县市，给贫困地区的

儿童和困境家庭送上了    件（双）衣

物。五年来累计捐赠新衣（鞋）

193568件（双），价值1287多万元

的衣服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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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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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基金会下属义工队

纷纷成立了专项基金，积极筹

集善款，开展各种公益活动。

他们是仁爱基金，乐清爱心基

金，乌牛爱心基金，信得基金，

成都市瑞安商会爱心基金。特

别是仁爱基金，他们长期慰问

关怀环卫工人，社区老人；在

去年炎热的夏天烧伏茶，获得

了大家的好评。并被瓯海区新

桥街道评为“最美新桥人”。

基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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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怀大爱，甘做小事：这正是和平人的写照。非常感恩五年来一直携手慈善

之路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省吃俭用，却又慷慨解囊。你们默默无闻，却又高风亮

节。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许多乐于助人的义工们，起早摸黑，不辞辛苦。

长期去照顾陪伴孤寡老人，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爱的香气

四溢，你们正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谢谢你们啦，最可爱的人！

                                                          善行天下，共享和平；善善与共，天下大同。

                                                                           愿明天更美好！愿大爱永驻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