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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又一期社管班毕业了。翻看学员们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这个项目课

程的学习中收获的满满当当的干货。那些带着困惑、带着问题、带着期许前

来的学员们，都能满载而归，重新汲取足了力量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认清自

己更专业化的工作道路在何方，这是我们最乐意看到的。

回到课堂是一种学习，学习后的出发是一种历练，在学习中成长，在历练

中收获。期待学员们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勇于担当，再创佳绩。

感恩生命中这段奇妙的相遇，感谢你们陪伴彼此走过了一程，祝福各位，

背好行囊，再次出发！

再出发
文 \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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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基金会

不知不觉第五届社管班的学习已临

近尾声，回首总结这一年来的学习历程，

可以用两句话形容：“疼并快乐着”和“次

第成长着”。

回想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场景，许多

个难忘的事都历历在目。记得刚刚接到参

加复试答辩的通知时，我既兴奋又忐忑，

兴奋的是终于有机会可以系统的接受公

益慈善行业专业化的培训了，忐忑的是

报考公益学员的机构多，年轻人也很多。

录取名额有限，竞争太激烈。我这样一

个在公益慈善行业摸索着做了 13 年的老

兵，能不能争取到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呢？可不可以有机会系统化梳理自己在

实践中得到的经验，让它可以得到理论

的指导呢，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我进入

了复试答辩。

参加面试第五届社管班公益学员，

大家来自祖国大江南北、城市乡村。都

是对公益慈善事业充满热情的人，面试

现场我体会到了每一位评委老师不错过

一个好苗子的公正态度，以及对公益人才

培养的殷切希望，他们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提问，让学员们很快放下紧张情绪，精神

专注到问题上来，让大家能够在面试中都

能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特别是面对来

自偏远地区的同学们，老师们和蔼可亲、

如沐春风的态度，能立刻缓解他们的焦虑

情绪，让他们能够顺利通过评审。 

这次持续一年的系统学习，对我个人

来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在这一年

的充电学习中，在师长们的引导下，我把

自己过往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

感觉自己的公益服务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

社管班正式的学习是紧张而有序的，

老师们都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老师

们的鼓励和教导下，我们的学习热情高涨，

我自己是在阔别校园多年后，再次找回了

做学生时的初心，用心学习，认真掌握知

识要点。

课程安排也是次第分明，从简到难逐

渐深入。学习开始时，同学们分成了不同

学习与成长
文 /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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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基金会

的项目主题小组，围绕着项目主题，小组

同学开始正式进入学习，大家在分工协作

中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彼此有了更全面深

入的了解。我所在的项目小组的同学，有

人是专职从事公益慈善的，也有人是商业

机构全职工作人员，大家在不同的领域从

事不同的工作，各自的经验能力、兴趣爱

好、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在面对问题时处

理方式千差万别，大家会产生分歧，发声

碰撞，出现磨擦，这些都与大家进入培训

班前憧憬的不太一样。在这一年中，大家

经历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磨合中有痛

苦、有冲突、有沉默、有反思。但最终大

家都能选择坦然面对问题，静下心来真诚

沟通，最终慢慢达成统一，团队开始一天

比一天凝聚，项目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渐渐成熟，这也是我在社管班课程学习中

最大的收获。

一年的学习，我们有缘亲近到了广普

法师、黄建东老师、王丹誉老师、匡冀南

老师、张宁老师、陈一村老师、屈智勇老

师、李昺伟老师、周如南老师、杨志伟老

师等师长，每次的课程都给我们带来新的

内容、新的思路，启发了我们的思考灵感，

使我们在学习中快速成长，又在快速成长

中继续学习。

每一阶段的学习，大家都努力排除一

切困难，力保准时抵达上课地点，珍惜每

一次学习的机会，在这里我特别赞叹那些

全勤出勤的同学们，这不仅是一种契约精

神，也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承诺与践行。

一年来一起走过的同学，我们走近了

彼此，成为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从陌

生到了解，从了解到相知，从相知到相惜，

从相惜到到相伴，每个学员心里都有自己

的收获，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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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基金会

同学们恳切交流，一起漫步校园、

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彼此之间静静地

聆听对方的声音。我们手牵手，心连心

的去感受彼此，这些都是我在社管班学

习中得到最温暖的滋养。

还有广普法师亲自授课讲过的“五

行法则”深深震撼着我。万事万物都有

互通的“道”，大道至简，按照道才能

和谐发展，在道中行走，站准自己的位置，

不偏离道轨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在家

庭中，还是在事业里，都是如此。

在社管班里学到的所有知识和法

则，我都会认真在未来的生活、工作、

学习中不断实践总结。让所学能继续滋

养我的生命，让我能做更好的自己。

毕业了，我要深深的感恩福建同心

基金会，感恩基金会为我们这些公益学

员提供资金支持，让我们可以如愿以偿

的参加第五期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管理班

的学习。感恩北京师范大学给我们提供这

样一个学习的平台，感恩所有的授课老师

对我们辛勤的培育，给我们的谆谆教导，

让我们将来能够学以致用，在公益慈善行

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感恩社管班的每一

位同学们，陪伴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有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

幸福。

今天的离别为的是更多、更好的重逢，

互道珍重，让友谊长存，彼此惦念，助力

公益，相信我们不会真正分别，未来之路

我们会一路同行。

最后祝福亲爱的老师们！祝福亲爱的

同学们！祝愿社管班，越来越红火！可以

让更多的学员像我们一样来到团队中学习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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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幸 2018 年参加了由福建省同心

慈善基金会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

共政策学院联合举办的“社会工作与公益

慈善管理班”的学习。还记得复试环节是

要在同心慈善基金会当面接受考核，而我

因服侍重病中的侄儿无法到场面试，简短

的视频对话中我向基金会表达了我想往的

学习愿望，但也清楚说明了我不能舍下很

需要照顾的侄儿。感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

们投票通过了我被录取进行学习的决定。

回望社管班的学习，是一场如饥似渴

吸收“知识营养”的过程，“挖掘使命、

组织管理、运营管理 ......”都是机构

运营当下最需要的，建东老师那特别清

晰、咬字逐句的话语常在耳边响起：“你

要重返服务对象现场，与服务对象有真

实的深入地接触，去打磨，去结晶价值

主张。”匡冀南老师的《公益资源的筹

措逻辑》课上，匡老师那做事前的准备

和规划、项目执行时的严密逻辑则让我

和机构小伙伴赞叹不已。

回望学习，着实是一场修行。记得

第一次参加小组讨论时，面对大家总不

在主题、思维发散地没有时间概念地一

次次地谈得没有边际，我就很着急，一

遍遍地提醒并且还总要制止。后来就知

道了这是因为大家各自本身都不在严谨

的工作执行状态中，和我的工作状态完

全不一样，也就释然了。于是就在接下

一场“修行式”的学习
文 \李雪依

同心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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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基金会

来的小组讨论中，提议设计时环节，由小

组中的成员专门负责，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后来，助教提议我来担任组长，赶紧把小

组工作带出来，我当时没思考过多就答应

了，在后来的学习和实践中，才更深体会

到这其中的不容易。不过我由心感恩，这

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因为每一场历练、感

悟都是宝贵的财富啊！

课前瞑想，是广普法师的课程特色之

一。“丢行李”的游戏让我印象深刻，随

着音乐响起、法师的叙述开始时，家庭两

字牢牢地占据了我的思维。回家后和家人

一起玩这游戏时，家里竟有人和我选择得

一模一样，把亲情放在最最最重要的位置。

整个学习中，从同心慈善基金会感受

很深的就是“谦卑的给予”。课堂上有一

个最平常的动作—给话筒，从广普法师起，

给和接话筒时必是恭敬地、谦卑地。法师

的“静、淡、定、慧”我相信每个同学都

有深刻的感受，很多同学说遇到难事了、

烦脑了就想起法师的身影，想想法师会怎

么对待，于是自己就慢慢静下来了。从基

金会理事长到工作人员到志工，每个人都

在默默陪伴、温暖地给予，参加学习的人

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大家庭。

感恩这场学习！习得知识、修得身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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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一年过去了，才反应过来我们就

要毕业了，一想到一年的同学情就要分开

不由的想哭和想表白，想表白的有：

感恩同心慈善基金会和北师大，因为

同心慈善基金会及北师大，我才有机会走

出来，这么好的课程居然还能资助我们，

实在是感激不尽，来之前我有想过自己配

得这么好的课程吗？历历在目的记得，第

一次与同学见面的场景，那是我第一次参

加面试及在那么多人面前介绍自己，一上

台就哭的不受控制，我以为大家会笑话我，

觉得我没见过世面，心想完蛋了，我肯定

会被刷掉，可是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温

暖有爱的地方，不仅包容我，并且还让我

通过了，我兴奋了很久，因为这个场域的

感觉让我太渴望了，以前也参加过一些课

程，虽然有些类似的内容，可是场域和感

受完全不同，我比较笨，记不住那些内容，

我只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在无形的支持我，

让我通过感受而理解了老师们讲的一些很

深的内容，我感觉自己在一年中提升非常

快，我想我没有辜负这次可贵的机会，我

收获了与知识以外的东西，这一年的学习

让我对工作有了未来的方向，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和使命，我想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了，非常感恩同心慈善基金会。

感恩每位老师，在我的心里都是我渴

望接触而不敢去交流的，因为我害怕自己

一说话就哭了，她们像导师、像妈妈、像

亲人，别人告诉我只要你在一个人面前看

到它就想哭，那么她就是你的导师，我就

有这样的感觉，终身我都会记得每位老师

们。

感恩我们的慧玲、冰洁及助教，一个

地方的场域与你们的关系非常大，这是我

遇见最好的场域，最最温暖最最轻松愉快

的学习，从一开始选拔为表现很差的我投

了全票，让我很震惊到每次的课程及路程

住宿安排的那么全面，有你们给我们排除

一切困难，我们才能那么轻松的学习每次

课程，你们的素质和能量包围这我们每个

人，为我们忙进忙出，不计劳苦，从来没

有过任何怨言，感恩您们。

感恩每位同学，你们每次的分享都让

我打开眼界，并且私底下给我很多的支持，

王璐姐、雪依姐、张志勇、陈律师、传钦师父、

我的感恩心得 
文 /温娜那

同心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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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师父、凯萍姐、树勇、炳彬、林畅等

等太多太多人了，没有一一的写完他们每

个人的名字，他们每个人给以的都不同，

我沐浴在这样的氛围里，这样的感觉是我

这一生中都从来没有过的同学感情，感觉

到被大家关爱，在这样的氛围里不收获都

难，我想是我前世积了很多的福让我遇见

大家，上次珠海的课程大家一说要毕业了

我就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睡觉的时候大脑

里彩排了与每个同学告别的告白和台词，

然后大哭一顿，很担心大家会笑话我，但

是我很爱我们班的每个人，我爱你们。

还有要感恩我们的项目组，“生命

关怀”项目组的每个人心学师父、传钦师

父，像菩萨一样加持着我们照耀着我们，

雪依姐一个人抗下所有累的、苦的工作、

我们因为她的存在而能进展，凯萍姐是我

们的军师也是那个带我们吃喝的好姐姐有

她在太幸福了，逸舒非常的通透明亮，她

总让你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干净最美丽的女

孩，我有点小羡慕她，因为她总是给人感

觉没有烦恼，我也想活成那样，还有我们

的助教，看着很高大魁梧，可是心思细腻，

静静的在旁边做我们的观察者，开始我有

点怕他，因为他长的很有气场，怕表现不

好会被他揍，可是后来发现不是那样的，

感觉他像留着胡子的妈妈和爸爸，在这俩

个角色中陪伴着我们。我想这辈子都不会

忘记你们。

千言万语都无法形容我内心的感受，

总之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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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转眼，从去年 2 月份于社管班相

识、相知已一年有余，要不是冰洁发邮

件提醒我们毕业了，我还沉浸在社管班

的学习状态中呢，因为自十年前离开大

学后几乎没有这样系统的学习机会了。

细细想来，在社管班学习有以下几点收

获与感悟。

三人行，必有我师。在社管班遇到

了一批良师，如作为出家人的广普法师

却能呢以入世的角度去诠释公益和家庭，

让我们能以一颗更慈悲、更开明的心态、

更专业的方法去对待工作，师父的话总

是充满暖暖的力量，给我一种醍醐灌顶

的感觉，让我不再认为出家人只会吃斋

念佛做自在修为的人了，特别是在云南

怒江的那趟昼夜远行，有了师父的叮咛与安

慰，让夜晚不再是月高风黑的令人恐惧和害

怕；具有丰富咨询经验特别是在组织发展方

面有独到见解之处的建东老师，让我对公益

项目管理有了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特别是

学会用同理心走近和走进服务对象，从服务

对象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提供的服务，学以致

用，使得我们机构的服务上了一个台阶；王

超老师的催化艺术课程对我的处事方式也有

了直接的促进和改变，原来的一言堂彻底抛

弃，转而用引导的方式去激发团队成员们思

考，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生发；还有包大人的

POA 工作坊，更是让我直接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去，并带动团队成员用 POA 的思维去思考

和处理问题，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些都

是社管班带给我的改变。

有朋自远方来。社管班上来自全国各

我的学习我的班
文 \林炳彬

同心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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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公益人才云集，我们在一起一年的时

间里收获了真真切切的同学情和朋友情。

我去到云南做项目的时候，和志勇、逸舒

同学相聚昆明，他们的热情招待，然我收

获了另一番感动；还有湖南的娜那、李俪

这些远道而来的同学，以及我们“善才种

子”项目小组的同学，学习都是很认真

的….. 为他们的热情感动，也为自己有朋

自远方来而窃喜。

感恩家人的理解、机构的支持，也

无悔自己的付出。每次为期四天的学习都

是倍感珍惜，想和同学老师多交流，又是

需要用到周末时间，所以经常是回家家里

时大宝小宝都睡了，平时又忙于工作和出

差没太多时间陪伴他们，所以心中都有股

愧疚感，但还好的是妻子还是很支持我的

学习。所在机构也能给我时间和费用上面

的大力支持，鼓励我外出学习与交流，让

我很庆幸能在这样一个有事情、有人情的

机构中工作。学而知不足，我自己每次的

学习也都是抱着空杯的心态而来并满载而

归，积极投入到学习的项目小组当中去，

只为让自己不虚此学，让自己在公益路上

走得更远、更高，切切实实地做有效的公

益！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毕业，

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怎么将在

社管班的所学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让实践

联系理论，特别是作为一个机构负责人，

不仅是要自己会做，还要带动同事也会做

并做得更好，我想这是自己作为社管班毕

业生一员的神圣使命。最后，想说声“社

管班，我爱你”！但愿料得明年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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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在同事潘登（社管班第四期

学员）的推荐下，我有幸得以以特邀学员

的身份，走进同心和北师大联合开办的社

管班，推开这扇通往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

虽然不是社工，也并非从事公益慈善

工作，但在过去 10 年间，因长期从事公

益慈善类的宣传报道，我与公益慈善界一

直有着较深的联系。在从事公益慈善类宣

传报道中，我感受到，这些年来，民间公

益慈善机构的蓬勃发展，一帮热心人因着

一份共同的爱心，定期走访孤寡老人、帮

助困难学子，甚至还有针对自闭症儿童、

同性恋等特殊群众提供服务的公益机构。

然而，在多次跟随公益机构下乡走访过程

中，我发现，有些留守老人其实并不需要

爱心人士送来的大米、食用油甚至衣服，

他们虽然物质水平相对较低，但对他们而

言，精神世界的孤独、独居的安全问题等

才更需要关注。

那么，公益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如何

更好地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非流

于形式的走访慰问？带着这样的思考，我

开始了社管班的学习。

这是一次全新的学习体验。犹记得第

一堂生态课，放下手机、钱包以及任何身

份证明的物件，只身前往泉州，陌生的同

学组成小组，共同完成从泉回厦的任务。

从最初的淡定在车上睡觉积蓄能量，到实

践过程中遭遇队友丢失、求助受阻、队友

中途放弃等各种情况，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其中的不易。相比顺利返程的小组，我们

十分感谢这一次失败，让我们更能够去反

思一些问题，比如：团队协作能力、组员

分工、确定目标、具体执行，以及团队目

标不一致出现不同意见时，应该如何处理

等。

这是一个宽广的公益世界。从团队组

建与打造、挖掘使命、组织管理、有效公

打开一扇门 拥抱新世界
文 \颜雅婷

同心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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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慈善基金会

益、运营管理到组织发展，社管班的每

一堂课，都是对大家在日常工作乃至生

活中经历的总结，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视角，去思考、去开启。在上社

管班课程之前，我对公益慈善的认知，

仅仅停留在所接触的传统公益组织形式，

而社管班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原来公益项目应该这么做！以项目为例，

过去我们做公益项目，仅从自己有限的

经验认知、简单的走访了解考虑服务对

象的需求，而建东老师的课程让我学习

到，一个项目从探究、构思、原型到实施，

是需要非常具体细致的调研工作。“双

钻石模型”“角色地图”“U 型理论”“塔

克曼团队发展阶段模型”“同理心地图”……

一系列新名词让我应接不暇，也对社会公益

慈善及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这更是一场生命的探寻和思考。2018

年于我而言，是“时运不济”的灰暗一年。

对生活的迷茫，对工作的倦怠，让我迷失了

方向，自暴自弃，自我放逐。回看这一年，

我特别感谢社管班，在这里，不仅收获了许

许多多知识、方法，遇到一帮有情怀有想法

可爱率真的同学们，也让我重新对自己、对

人生产生了全新的认识。

虽然每一次上课都是来去匆匆，但每一

次相聚学习都弥足珍贵。临近毕业，却满是

不舍。感谢社管班，感恩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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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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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林雀梅 黄倩倩 张惠梅 丁水芳 纪富治  杨雄雄 吉家涛   
  
郑朝锦 左兵 陈美丽 汪敏 洪夏  

陈宝贝 陈旭红 朱丽碧 施俊瑜 吴笛     
 
张武 黄涵花 张桥玉 柳珠 林美珠 毛水英 周建治 练荣辽 
孙迪茶
李福金 叶梅玉 陈医明 黄巧仙 赖仰周 林真花 李水哩 高蔚玲 
陈丽珠 施金茵  
池洋和 郑玉体 叶宝玉 陈少华 王和和 吴小燕 黄艳花 黄亚 
杨清池     

戴秀梅 沈由力 杨敏 黄爱治 释彩华 沈珠 陈清明 杨其川 
马惠荣 邓玉珍
 
林群颖 朱最 庄金东 朱丽琼 蒋菊花 杨莹莹 叶江鸣 释照灵 
朱朝仕 李清纯 王寸文 李桂莲 陈秀缎 陈文雅   
 
许平平 释能度 林树花 周水秀 释普修 郑亚娇
  
郭海莺 王艳梅 俞福林 彭秀兰 释普华 黄奕注 范善秀 陈丁水 
林婕文 陈清池  
赖龙辉 陈秀缎 陈艳 温定基 黄定胜 兰秀华 陈丰收 洪贵明 
俞大业   

陈秀治 董健生 邓丽萍 林美专 小曼 吴马木 吴涛   
  
林美娥 尚宝英 吴荣斌 罗彩鸰 张跃辉 刘海鹏 董春苗 张慧珍 
陈惜 杜金羡  
寇亮 叶彩凤 陈惠燕 卢素英 张碧玉 赵茄花 杨顺兴 洪蜜 
吴燕珍   
释受文 洪跃家 王缘妮 朱惠端 刘琪群 苏云英 吴观长 李桂英 
杨莉莹 蔡加富 许瑞莲 

修香 刘春燕 薛燕萍 传祥 许秀华  

曹胜礼 吴小莲 廖招金 吴合 何卫东 陈寒霜 刘生钟   
  

请您将我们的祝福带给您的父母、您的家人、感谢他们为社会、

为同心培养出、奉献出这么有爱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您！

05 月 01 日

05 月 02 日

05 月 03 日

05 月 04 日

05 月 05 日

05 月 06 日

05 月 07 日

05 月 08 日

05 月 09 日

05 月 10 日

05 月 11 日

05 月 13 日

05 月 14 日

05 月 15 日

05 月 16 日

05 月 17 日

05 月 18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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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 陈水寅 赖众贵 修水莲 陈向阳

赖三金 陈明贵 黄志丁 黄闩 方艳梅 黄英姿 王丽环  
   
陈新玉 林团 卢丽玲 魏审花

余晓 张晖 许淑惠 蔡建平 朱小梅 普丘 

杨光瑛 钱满园 余春兰 陈瑞宝 吴新
   
释普慧 庄华 张丽容 黄奎明 曾佳珊   

刘亚莉 黄小梅 张丰睿 纪妙珍 郑伟芳 方娟 郑娉  
   
     
王丽芬 洪来观 李淳 杨保羡 吕云珍 陈碧庆  
 
陈文书 伦志超 郭秀金 李耀中 王浩 管水连 柳春银 康月
玲 许美育 李玉玲
肖辉 赖定周 郭慧敏 丁丽华 郭渊琼 许夏萍 邵娜丽 
彭美珠    
俞玉荣 朱明煌 陈湫珍 林九英 陈志红 林永生 陈清凉 
刘羽琦 吴永芹   
杨华荣 陈素华 张秀珠 白婧怡 林秋金 黄羡治 杨少棠 
江静云 张清云 薛艳春  

陈力 李益群
   

05 月 19 日

05 月 20 日

05 月 21 日

05 月 22 日

05 月 23 日

05 月 24 日

05 月 25 日

05 月 26 日

05 月 27 日

05 月 28 日

05 月 29 日

05 月 30 日

0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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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新星榜

4月新增个人会员

4月新增家庭会员

  艾灯芳  张庆生  陆洋  王菊  陈丽阳

         唐向荣合家  江明依依之家 

         小李之家 蔡文龙之家 

         林金海之家  叶金鸣之家   

 

4 月新增慈佑委员

    蔡艺贞、李顺成、许秀花

4 月新增福佑委员

李映梅、康宝琴 、林翠娥、叶鹏浩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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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志业联络簿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慈善会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1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儿童院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电话：0592-7806633

厦门市同心义工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后埭溪路 126 号鹭腾花园中三楼

电话：0592-5328170    18059829219

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47 号之一 102 单元

电话：0592-5023123 0592-5022929

厦门市思明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后埭溪路 126 号鹭腾花园三楼

电话：0592-5328170 生命关怀热线：0592-5188170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工业区霞煌路 94 号

电话：0592-7369387

厦门市翔安区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大宅社区大宅里 197 号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滨安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

电话：0592-7181919

长汀县同心学校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西城墙 49 号

电话：0597-6510043 1800597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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