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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这么快，同心的儿童院已经十五岁了，十五年里，那么多的孩童在院里健

康、快乐地成长。作为一家民间儿童公益机构，在这 15 年儿童院前后助养和

代养了 300 多名孩子，目前分散孩子 50 多名，集中孩子 20 多名。

在十五年里，我们有数不清的故事可以和您诉说，十五年里，我们有数不

清的扶持与关注需要说声感谢，未来十五年，我们还会一如继往地为这些孩

子助力，让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同一片蓝天，同样的未来。

本期安心，想和您一起走近同心儿童院的光阴故事，也走近同心同安社工

中心，了解专业社工人心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我们一直前行在专业化

的道路上，因为有许许多多的同心人一直关心关注着我们。

夏日已至，昼长夜短，暑气灼人，同心提醒您：重养神，慎起居，调饮食，

重降温。

洄家
文\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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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同心社工中心

结合自身这几年的社工专业学习和一

线服务经验，我个人在社工服务方面也有

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今天针对在城

市社区中开展志愿者培育建设项目中的一

些个人见解和总结与大家分享，也请大家

一起批评指正，相互交流。

首先，社工在置身于繁忙的工作中时，

要牢记“服务对象所需”，谨防“我们希望”，

要学会从事情中抽离出来，时刻提醒自己：

这是不是服务对象所想要的，还是我们服

务提供方想要的。时刻保持疑问：这个问

题是不是一定要解决？如果不解决会对服

务对象的生活造成严重后果吗？如果是，

那这就是服务对象的需求，这就是项目服

务要解决的问题。时刻提醒自己：多做“雪

中送碳”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其次，如何实现服务对象需求的精准化？

我个人认为在分析志愿者的需求是否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比如，分人群：

老人、宝妈人群、上班人群等；分层次：

雪中送炭 / 锦上添花；分类型：社会实践

社工服务自我反思
“携手创建家园”项目社工曾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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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兴趣爱好类等；分时间：临时参加、

长期参加等。接下来，我们考虑的一个点

是如何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的自主运行？建

立一套完善的社区志愿服务制度。我们认

为实现用制度来“管事”是社工项目服务

需要努力的长远方向，社工不能仅仅关注

在志愿服务活动本身，更要关注实现志愿

服务自主运行的相关制度要素的组建上。

除了制度建设，在具体措施方面，社工可

以采取如下措施：抓准需求，确保开展志

愿服务能够契合志愿者的真正需求，让她

们有持续参与志愿者服务的动力。循序渐

进，结合志愿者的实际情况，慢慢增加志

愿者的参与度。能力提升，通过培训、能

力提升小组等方法提升志愿者的志愿服务

能力。团队建设，建立一个有温度的团队，

让志愿者有归属感。多方共建，社区和社

工整合资源，共同助力骨干志愿者培育、

志愿者队伍建设等。

同安区西池社区在 2017 年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引进同心社工专业服务机构

进驻社区开展社工服务，西池社区“池家

人”品牌和志愿服务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

变化，志愿者数量从个位数到正式注册

305人，志愿参与人群从单层次到多层次，

志愿服务内容从单一到多元，志愿服务形

式从简单到多样化，志愿服务组织从零散

到有序等。如果用小孩学步来做比喻的话，

“池家人”志愿服务发展阶段需经历了他

人扶手牵引，到现在靠学步车蹒跚学步，

接下来的脱离学步车，独立健步前行。

 社区志愿服务队培育的
“我执”

 ——社工曾巧妹

在项目日常服务过程中，社工发现

尽管依托社区公共阅读空间、手工兴趣小

组、社区广播站和社区主题节日服务平

台，项目初步培育发展出了 3 支社区社会

组织（志愿服务队），但是各支志愿服务

队的志愿者包括骨干志愿者在内主要是在

“等”“靠”社工、社区这方牵头组织开

展活动，她们日常志愿服务中遇到很多问

题也是以“等”“靠”社工、社区来解决，

自主服务意识相对比较弱，志愿服务队内

生动力很微弱。因此，社工通过开展能力

提升成长小组，为骨干志愿者提升自我服

务的意识和能力。这是我刚接手项目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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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时，对社区志愿者、志愿服务队培育

的看法。

在接手项目 7 个月后，我对社区志

愿者、志愿服务队培育的看法有了一些

新的体会。项目服务至今，社工在多方

支持下，挖掘、发展出了一批热心社区

公益的社区志愿者。这批社区志愿者大

约 40 人左右。志愿者类型以亲子志愿者

为主，尤其是“宝妈”亲子志愿者为主。

“宝妈”志愿者年龄大都在 30~50 岁左

右。“宝妈”的孩子年龄涵盖幼儿到初

中，以小学生居多。这批“宝妈”亲子

志愿者成为社区项目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

经过社工的观察发现，在这批“宝妈”志愿

者中有 10 名左右的志愿者具有以下特征：

有一定的闲暇时间、有一定的公益心、有一

定的潜能或者能力、有一定的服务影响力。

这 10 名左右的社区“宝妈”志愿者也是社

区各支志愿服务队的积极分子，她们经常参

与社区的各项志愿服务，但是参与的方式主

要协助社区、社工的服务。随着她们体验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次数的增多，社工需要推动、

引导志愿者从社区、社工的协助者，慢慢转

为为社区、社工的合作伙伴，挖掘、释放这

些积极的志愿者的潜能，提升这些积极志愿

者的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我对社区志愿服务

队培育的看法，可以发现我始终认为志愿者、

志愿队伍的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是推动社区

志愿服务发展的重中之重。我认为志愿者自

我意识觉醒是第一位的，志愿者应该有社区

“主人翁”意识，有自己的“主体性”意识。

而有了自我觉醒意识之后，能够有能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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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志愿者对此

的回应并不是我 ( 社工）所期待的那样。

就像志愿者 A: 我们原先是被动的，现在

要我们主动，我们还没有那意识。志愿者B：

我们没有像你们（社工）那样有那么多时

间、经历，我们也没有像你们（社工）那

样有专业的能力。我们有工作，我们还要

照顾孩子。志愿者 C：还是要以社区、社

工为牵头人……

如果我是志愿者，我想我也会和她们

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我还可能还没有她们

觉悟这么高，愿意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播

出时间，带孩子出来一起参加社区公益。

对她们来说，能够做到这样子已经很不容

易了。我们还要要求她们要自己主导，自

己策划开展活动。这样子的要求是不是超

过她们所能承受的呢？而且她们为什么要

像社工期望的那样自己策划、组织和开展

活动，这样子做，会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

好吗？那我的期待是不是就是不对的，就

是不符合现实的，就只是从自己角度出发

的偏执，就只是自己一厢情愿那么想而

已？或者我的想法是对的，只是目前条件

不够，时机未到呢……

 这个世界本来不就是由各种各样的

“偏执”的人组成的吗？这个世界本来就

是用一种“偏执”影响、改变另一种“偏

执”吗？在时空长河中，又有谁能给“偏执”

下定论呢？或许这也是我的“我执”吧。

社区志愿者积分激励
机制之我说 

—— 社工曾巧妹

西池社区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作为

西池社区志愿服务可持续性的嘉奖回馈机

制，在“社区大党委 + 居委会 + 共建单位

+ 爱心商家 + 社工 + 志愿者”多方协同努

力下，于2018年12月初步形成。“池家人”

社区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志愿者

嘉奖和志愿者回馈两个部分。志愿者嘉奖

主要是对志愿者的精神鼓励，如评出年度

最美池家人志愿者、志愿者积分之星表彰

等；志愿者回馈主要是通过链接资源给予

志愿者物品或者服务的“物质”鼓励。

通过经验总结，我们提练出了“池家

人”社区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的“111+”

模式。“1”个初衷——让所有志愿者的美

好付出都能得到肯定；基于社区萌芽的志

愿服务态势，在社区大党委的指导下，社

区携手社工顺势探索建立起了社区志愿者

积分激励机制。志愿者激励保障机制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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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兑换物品｜服务）、精神层面（星级

志愿者评比）肯定社区志愿者的用心付出，

激发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促进社区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健康发展。“1”

个载体——“池家人”阳光能量站，池家

人志愿者的爱心加油站；社区阳光能量站

即社区志愿者积分兑换站，是“池家人”

家门口的能量加油站，每个人在这里播洒

温暖阳光，释放爱心能量，每个人在这里

汲取温暖阳光，传播爱心能量。这里是“池

家人”的爱心永动机，营造着“并肩珍惜、

携手持家”的公益文化氛围。“1+”多个

伙伴——多方携手，并肩共舞；社区志愿

者积分激励机制是在社区大党委领导下，

由“社区 + 社工 + 骨干志愿者 + 共建单位 +

社区社会组织 + 爱心商家”等多方合力搭

建而成。“社区 + 社工”共同确定社区志

愿者积分激励机制的框架。“社区 + 社工 +

骨干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志愿者积分激

励机制的管理。“社区 + 社工 + 大党委成

员单位 + 爱心商家”共同丰富社区志愿者

积分兑换站的“血肉”，为社区志愿者积

分兑换站注入物资和服务。作为西池社区

大党委成员之一的厦门市汀溪水库管理处

党总支部，认领了社区阳光能量站的志愿

者积分兑换物品项目，每年为社区阳光能

量站提供资金支持志愿者积分兑换物资。

社区志愿者积分第一次兑换经验点分

享。 2019 年 6 月 1 日，项目开展了社区志

愿者积分第一次兑换活动，活动内容包括

积分手册记录、积分兑换、积分兑换心愿

诉说三个部分，活动参与人群以社区 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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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内的宝妈群体为主。以下是关于此次活

动的一些经验分享。

    关于积分记录。

积分记录现场反馈了一些情况，比

如有些志愿者忘了自己参加过什么活动；

有些志愿者认为工作人员的志愿者积分

公示表格遗漏了她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积

分等。积分记录现场顺利进展的经验点包

括，作为志愿者能够顺利填写自己的积分

记录，即志愿者能够知道自己参加什么活

动，累积了多少积分。为社区方面的工作

人员，工作人员能够知道志愿者参与了什

么活动，获得了多少积分。

关于积分记录方面的建议，在平时

引导志愿者以诚信为原则，及时记录自己

的积分手册。工作人员发布志愿服务活动

招募时备注下“是否有积分”“积分多少

分”。正式兑换前，借助社区例会，进行

志愿者积分手册记录填写引导等。

发挥骨干志愿者的作用。

活动前先引导骨干志愿者自己填写

好志愿服务积分记录，了解积分规则，了

解积分兑换流程等。活动中设置骨干志愿

者能胜任的岗位，给予骨干志愿者发挥其

能力、特长的空间。

积分细则调整“只增不减”。

建议在积分分数上调整上，按照“只

增加不减少”的原则。比如第一次积分

细则中，共享书屋值班志愿服务的积分

为 20 分，那下次积分细则调整中，就不

要将共享书屋值班志愿服务的积分降为为

10 分，避免给志愿者照成心理落差。如

果大家都觉得有必要重新设定积分分值，

可以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大家共同商讨定

出新旧标准。

兑换需求“用户导向”化。

设置“兑换心愿墙”，引导志愿者

填写自己的兑换心愿，表达出自己想要兑

换的物品或者服务。用户增加志愿者的动

力。

社区志愿者团建社工项

目服务经验
——社工曾巧妹

大同街道西池社区“携手创建家园”

社区志愿者团建社工服务项目主要是在

2017 年度“携手创家园”大同街道西池

社区志愿者建设社工服务项目的服务基础

之上的延续、提升和发展。在西池社区

“三方融合、四位一体”的小区治理新模

式下，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培育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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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解民忧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在“三社

联动”机制下，形成“五位一体”（社区

+ 社工 + 社会组织 + 社区志愿者 + 社区居

民）服务模式，发挥社区志愿者“参与式”

的社区服务，促进社区居民与社区共建、

共享、共融。项目结合第一年度志愿者建

设的经验，同时针对西池社区各小区的特

点，培育和发展具有小区特色的志愿者服

务队伍，协助各支志愿服务队建立制度，

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各支志愿服务队稳定、

常态的开展。同时，通过组建社区商家公

益联盟、“池家人”社区志愿服务队联盟，

整合社区资源，增强社区内动力，助力社

区治理新高度，开启和谐邻里新征程。经

过 2 年来的服务，我们总结提练了关于社

区志愿者团建项目的服务模式小结如下，

供大家一起交流。

党委领导，多方携手，并肩持家

建立“定期的月例会、三社联动促进

会和不定期的线上交流”沟通机制，确保

以社区大党委会核心，“社区 + 社工 + 志

愿者 + 共建单位 + 业主委员会 + 物业管理

公司”多方联动工作机制的顺利开展，促

成多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

良好局面。

挖掘骨干，助力成长，尽其所长

通过线下、线下多种渠道了解志愿者

信息，建立志愿者档案，摸清志愿者需求

和特长。通过日常活动观察、面对面访谈，

发现有公益心、有闲暇时间、有能力和有

影响力的骨干志愿者。先开发、设置志愿

服务活动和志愿服务队伍职位，然后引导

骨干志愿者结合自己的意愿、特长，认领

相应任务、职位，充分发挥志愿者的能力。

开展志愿者分类培训（志愿者基本知识、

社区基本情况、手工技能培训等）、志愿

者团建、志愿者能力提升小组，提升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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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的自我服务意识和能力。

需求导向，促成团队，建立机制

捕捉志愿者的共性需求，找到满足志

愿者共性需求的切入点，开展志愿服务体

验参与活动，将零散的志愿者个体促成较

为稳定的志愿团队，而后协助志愿服务团

队建立组织框架、组织制度等，推动志愿

者服务队的可持续发展。以“池家妈妈”

微公益志愿服务队为例，社工捕捉到社区

“宝妈人群”的手工制作需求以及带着孩

子参加公益活动的需求，以手工制作为媒

介，开展池家妈妈手工小组，池家妈妈志

愿服务，满足志愿者的双面需求。社工以

体验参与为方法，让志愿者在体验中感受、

寻找自己在团队中的职位、职责，在体验

中增加志愿服务经验和能力。社工以专业

陪伴为原则，引导协助志愿者探索、确立

志愿服务队的组织框架、组织制度、服务

路径等。

搭平台，建桥梁，助力社区治理  

以社区为综合平台，挖掘、组织、发

挥社区资源，场地优势；社工制定专业服

务方案，发挥专业献计献策；发挥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者（内、外部）资源（能力）优势，

服务社区，助力社区节日主题服务活动、

助老活动、阅读倡导等。

多方协同，助力积分激励机制落地

社区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是在社区

大党委为领导下，由“社区 + 社工 + 骨干

志愿者 + 共建单位 + 社区社会组织 + 爱心

商家”等多方合力搭建而成。“社区 + 社

工”通过头脑风暴，共同确定社区志愿者

积分激励机制的框架。“社区 + 社工 + 骨

干志愿者”共同开展社区志愿者积分兑换

站——阳光能量站的管理。“社区 + 社工

+ 党委成员单位 + 爱心商家”共同丰富社

区志愿者积分兑换站的血肉，为社区志愿

者积分兑换站注入物品和服务。“社区 +

社工 + 骨干志愿者”共同策划、组织、开

展志愿者积分第一次兑换活动。

多宣传，树立典型，传递正能量

利用互联网平台，借助社区志愿者微

信群、社区公众号、社工中心公众号，开

展项目宣传。项目宣传重点挖掘蕴含在项

目服务人群身上的正能量故事。以池家好

爸爸黄金水——优秀骨干志愿者的志愿服

务故事为例，项目借助父亲节的节日契机，

从孩子眼中的志愿者爸爸的角度去报道骨

干志愿者黄金水“为小家，也为大家”的

公益精神，传播池家志愿服务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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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院有个孩子叫花花，动若细水长

流，静如春花秋月，笑颜浪漫天真。

11 年前的夏天，热闹非凡。我坐在

来厦门的车上，望着窗外一片绿意盎然的

青草地，偶尔会有一两只牛羊一闪而过，

一切都充满希望。正如这个夏天一样的充

满着喜悦和激动，我来厦门 11 年了，同心

儿童院也迎来了她的 15 岁生日，我在她的

细心呵护下成长，11 年的岁月在它身上留

下的痕迹，美好、温暖，也沉淀着我成长

的故事。

2008 年我随同心义工叔叔一行人前往

同心儿童院，开启了我全新的生活。在这

里我们收获爱、欢乐、健康和喜悦；我们

快乐成长，刻苦学习。儿童院教会我们坚

强、独立、善良、勇敢，接受爱并传递爱。

在学校上学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

学，勤俭节约；在班里是老师的得力助手；

多次组织参与校外公益志愿活动（关爱自

闭症儿童奔跑蓝丝带，东山国际半程马拉

松塞拉伸服务，社区服务志愿行）。生活

同心儿童院 15 年回顾
文/晓薇

春风十里不如你
文/晓薇

同心儿童院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进

入第 15 个年头。儿童院本着“一切为了

孩子”的方针，服务 4 周岁以上的本土健

康困境儿童（如：父母去世、服刑、受灾

而暂时无能力抚养的儿童等。）提供集中

代养服务及分散助养服务。

作为一家民间儿童公益机构，同心

儿童院 15 年勤勤恳恳前后助养和代养了

300 多名孩子，目前分散孩子 50 多名，

集中孩子 20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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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爱的环境里，温暖而幸福，我也希

望在辛苦的护理事业里，未来踏踏实实，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想患者之所想，急

患者之所急。

在同心儿童院的 15 岁生日之际，祝

愿同心越办越好，继美好之过往，开希望

之将来，爱要一起回家。

——花花自述

2008 年 6 月，因地震失去双亲的花

花来到了同心儿童院。陌生的环境陌生的

人，一切都要重新来过，那时她也不过十

来岁，却乖巧懂事，从来不需要谁来操心。

在儿童院这个家，只要是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花花都会抢着做，工作人员耳边时

常能听到她的一句“姐姐，让我来吧”，“奶

奶，放下，我来。”每次回到院里，孩子

们都爱围着她，姐姐长姐姐短。

就读护理专业的花花，是一名优秀的

大学生，在校获得三好生荣誉称号，多次

拿到奖学金。在第一医院实习期间，即便

辛苦，也不曾抱怨，还为自己规划好每天

安排，学习烹饪，定量跑步运动。生活得

充实健康，积极向上。现在，她以“优秀

实习生”结束了实习生涯，考入公办医院。

那个小小的她，而今已是一个阳光美

好的女孩子，那些不完美，成了夜空中最

闪亮的明星。你笑若春风，可那春风十里

也不及你。

之前我来不及参与，
今后我将永远陪伴你

文/晓薇

每年都会有一批批义工进入儿童院，

这些义工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有来自高

校的学生，也有企业团队，也有社会部门

组织，他们为儿童院带来各种新鲜的事物，

帮助孩子们身心成长，从开始的陌生慢慢

成为朋友、家人。

有一位义工，孩子需要什么，孩子有

什么需要，他永远冲在第一位，当仁不让。

孩子们都亲热地喊他“开春叔叔”。

开春叔叔 2016 年在朋友的介绍下，知

道了同心，并加入了同心这个大家庭，从

此成为了同心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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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来，逢年过节，不管刮风下雨，

开春叔叔一定会带着“大鱼大肉”来到儿

童院与孩子们一同过节。有时候下雨天，

他也会特意开车过来接送孩子上下学，也

因为开春叔叔对孩子的宠爱，儿童院的工

作人员集体给了他一个爱称“宠娃狂魔”。

开春叔叔对孩子的喜爱和重视，从

小细节就能看出来。他有一个钱包，上面

贴着一只很可爱的小鲸鱼，原以为是他的

女儿为他画的，他告诉我们，那是他下乡

看望分散孩子的时候，有个孩子送给他的。

他说，换了几个钱包，这只小鲸鱼都会贴

身放着。看着小鲸鱼，心中大为感动，东

西都有老旧坏损的时候，而这只小鲸鱼却

保存完好，可想主人有多小心翼翼去呵护、

去宝贝着它。

每每有新义工加入，开春叔叔就会

跟他们讲“小鲸鱼”的故事，这个故事让

很多义工知道“孩子纯真、率直，表达爱

的方式是很直接的”。

儿童院15年来来去去许多工作人员，

他们或者为一份工作、或者为一片情怀、

或者为院里的孩子，但，最后他们都会走

上统一的战线——“爱”。一位资深老义

坚守后勤，十几年的
追随

文/晓薇

“他们就是我的孩子。”

“真心换真心，八两换半斤。”

说这些让人暖心的话时，开春叔叔又

提起与孩子们在儿童院一起过生日，孩子

们主动帮忙捶背按摩，送上生日礼物的情

景。他看到的孩子即使再调皮，当别人真

心诚意帮助他们爱护他们的时候，他们也

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回以反响。想来，屏幕

那边的男子汉，大概是嘴角微扬，满脸骄

傲的样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的相

遇。”

“之前我来不及参与，今后我将永远

陪伴你。”

开春叔叔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而他

遵从自己内心，宠着孩子，牵挂着儿童院，

全力协助着同心。于同心而言，开春叔叔

早已是一家人，是不可或缺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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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经常说，“这份工作光有冲劲是不够的，

能坚持走下去的都是心怀大爱的人。”

坚守儿童院十多年的美连阿姨，从

澳头到大宅一路追随，她总是默默劳作

在菜园子里，为儿童院的每个人种出健

康新鲜的蔬菜。老人家很喜欢跟着孩子

们聚在一起看电影，每次孩子看电影都

会去喊一喊“美连奶奶一起下来看电影

啦！”阿姨的普通话不太好，有时候讲

着讲着会夹带几句闽南语，孩子们此时

总是一脸茫然。我们的阿姨又会重新用

普通话问一遍“今天看的什么电影？”

朴实的阿姨，有时候也会因为孩子

们的调皮大发雷霆，但是，过后又会把

好吃的留给他们，她会告诉大家，“喜

欢吃就留给你们吃，你们多吃点。”

生活中的小细节，阿姨也很注重，

总是告诉大家“我们儿童院念感恩词，

就要懂得珍惜。”我们的阿姨不善于表达，

也不懂得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教育孩

子，可是，她默默付出，用小小的行动

贡献满满的爱。

15 年，来儿童院工作的，或许最后都因

为方方面面的原因离开，可他们始终惦记着

同心儿童院，胸中怀揣着那份爱。

15 年，足够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成长成

一名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心儿童院正是在这

样的 15 年里收获了友情、亲情，从蹒跚学步

的模样，在大家的扶持下茁壮成长。

相信下一个 15 年会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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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丘自华 方福来 周婉虹 黄燕 王佳楠 程鹭峥 李碧英 高炜 
林志刚 罗云 曾恒超 高玮
林铭镇 黄玉珊 杨碧虹 马六金 丘秀英 林乔  李美玲 陈阿花 
陈清霞 谢秀治 徐志固 张芸 傅斌    
 
潘美容     

孙爱梅 林森 郑七秀 童家秀 刘波 陆东伟  林丽琴   
  
林志玲 郭新英 黄艺林 刘莲菊 许金粧 林璐凯
  
康伟 田建军 杜子林
   

钟传诚 刘秀金 王秀裕 沈士墩 许七七 钟秀  李莲雪 朱育澂 
杨丽治 杨爱静  
    
陈雅萍 池启清 洪秀华  丘连连  陈丽治  李加惠
     

沈夏琳 谢莲莲 许秀惠 许家良 何亦宝

陈吉花 曾彬玲 黄川兰 苏拥政 苏雪妹 吴炎华  钟晓春  胡中  
  
丘贤富 张馨月 黄秀荣 张亚梅

廖河秀 王丽云 许篇 肖秋英 张禧 沈红放

周茗莉 卞丽珍 陈继展 钟鑫荣 林榕榕 江素华  张雅丽  蔡宗际  
  
罗秀燕 范爱玲 陈清苗 蒋亚京 冯惠珍 邱春春  林最 郑水英  
  
洪小梅 陈捧 李爱焦 洪小梅

肖桂英 柳宝 聂水瑜 林秋贵 陈新春 朱招治 释普仁 黄秀霞 
邓友香 洪火炎  
      
傅美玉 廖强 吴哲勋 许秋雪 王梓宇 邱耿勤 黄小菊 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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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1 日

07 月 02 日

07 月 03 日

07 月 04 日

07 月 05 日

07 月 06 日

07 月 07 日

07 月 08 日

07 月 09 日

07 月 10 日

07 月 11 日

07 月 12 日

07 月 13 日

07 月 14 日

07 月 15 日

07 月 16 日

0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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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拥红 刘嘉琳 许玲燕 朱力明 叶双 陈丽琴 傅文君     
许棵楷    

马寿仁 洪素丽 周格非 许樑炜

钟衍铨 何碧霞 苏开明 陈美花 吴征崎

许插花 许瑞兰 蔡双艺 付金莲
   
苏建义 许市 苏明丽
  
陈丽明 陈羿熹 潘才论 叶丽娜 骆阿恋 施子洋
  

吴照秀 陈小燕 许兴蓄
   
陈贵州 黄志旭 罗丹 巫琴华 吴宏欣 张明明
朱延纷     
   
乐凌燕 邓长珍 栾晓 关静平
     
李光 许红梅 吴丽萍 李艺香 李淑华

张淑真 黄秀红 朱田水  蔡婉真 林素贤 许东鹏  刘景梅   
林钲皓 安鸿   
  
廖晓鸣 纪锦绣 孙清华 邱楚珊 何丽云
    
陈俊卿 蔡丽亮 廖长珍 王小红 王佳楠 俞悦  辛婉卿  
   
黄加全 柯雪丽 陈素慧 陈小平 董建鸣

   

07 月 18 日

07 月 19 日

07 月 20 日

07 月 21 日

07 月 22 日

07 月 23 日

07 月 24 日

07 月 25 日

07 月 26 日

07 月 27 日

07 月 28 日

07 月 29 日

07 月 30 日

07 月 31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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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新星榜

6月新增个人会员

  6 月新增家庭会员

         黄蓉  汤丽荣 陈志雄 蔡春兰 吴小华 王小霞

         郑武举  何建平 牛恺      陈晓颖 周冬霞 江明珠

         许金兴  杜妍君 杜子林 叶艺玲 洪森森 黄美艳

         许琼花     

郭金炼之家     陈清伟合家  薛民之家   黄保林爱之家  

薛吉远之家     蔡佳雯之家  伟仁之家   陈金勇之家 

陈海因之家     黄金钟之家  潘礼宾之家  洪秀华之家

陈进步之家     财树之家    

  6 月新增慈佑委员
何健辉  赵婉如   张文静    余惠萍     林培玲 

黄黎鹏之家       李西娜    朱礼煊     刘昱呈

李杰慈 

  6 月新增福佑委员

叶鹏浩  木艳蓉   李瑞兰    李子香     朱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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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河田镇水东坊 81 号

电话：0597—6510043   158595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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