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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如果您有时间，特别推荐您去参加一次助学圆梦的奖（助）学金发放仪式。

不管是现场的义工，还是高三的学子亦或者大学在读的同青，扑面而来的活

力感，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挑战的决心，看到这一切，内心除了感动还有不少

的震憾。

2010年同心启动“助学圆梦项目”，帮助高考后因家庭贫困面临升学困难，

却不放弃艰苦求学的寒门学子们。截至 2019 年项目已为同安、翔安地区 1162

名符合资助条件的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提供升学时一次性 5000 元的

资助，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累计发放助学款 581 万元。

“助学圆梦”项目至今已有十个年头，有不少义工一路陪着我们走到了现

在，也有当初被资助的孩子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同心成了爱的传播

者，希望的传递者……这一路，我们有许多关乎爱的故事、成长的感动、坚

持的力量想与您分享。

助学圆梦走过了第一个十年，未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十年，期待有您

一直陪着我们走下去。

奔跑吧，少年
文\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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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犹如白驹过隙， 转瞬即逝！如

今的我已步入大学的殿堂，开始新的学习

生活。虽然在校期间很忙，但是我总会在

微信群上，时时留意同心大家庭的一举一

动，看看有无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可以做！

回想起去年，自己也是被服务的人，

在这个大家庭里，我深深的体会到同心同

青的温暖与有爱，大家就好比自家兄弟姐

妹般，相亲相爱！而我们身后的绿色萤火

虫们更是每日不辞辛劳、默默的为我们服

务，时刻关心照顾着我们。我们一起携手

走过冬令营与夏令营，虽然每次的相处时

间都很短暂，但总给我们留下最最美好的

回忆。自此我便暗下决心，来年也要加入

绿色萤火虫的队伍中，为下一届的学弟学

妹服务！

这不，我在学校期间就收到来自同青

大家庭夏令营的召唤， 我便毫不犹豫的

报名参加。很庆幸能再次与“家里人”相聚，

再次的聆听钟老师、陈老师讲的经典情商

课程，再次温故所学知识，从中再悟新知。

六天五夜的相处，大家从彼此的陌生

到熟悉，从害羞腼腆到敢于展现自我，从

不善表达到勇于表露真心。我们一起在一

次次的蜕变成长中，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起初，我也不太放得开，因为我是个不善

言辞，比较慢热的人，在遇到陌生人群时

总觉得自己无法直接融入进去。而我们必

须融入到学员的小组中进行交流，最让我

不忘同青精神 携手同行
文/李霞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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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依旧，回望仍是意气
风发

文/杨奕群

头疼的是吃饭的时候，我们需要带动学员

吃饭的气氛，鼓励她们光盘等等。一开始

我们只是干巴巴的鼓励学员，但后来我受

到钟老师在课堂上一席话的影响，改变了

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是啊，我们永远不要

“企图去改变任何人，只有改变自己”才

能去影响到别人！

总而言之，这次的夏令营活动，让我

们收获颇多，需待我们去慢慢品味！我们

学会了爱与感恩，学会了以他人之心为心，

学会了凡事我但尽心，功成不必在我 ，

学会了……

最后希望我们能把爱传递，把同心同

青精神接力起来，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从与同心初遇相识至今已一年有余。

回顾高中阶段，自己对于当时的生活

现状充满了自我否定与自我质疑；在未来

的道路与方向的选择上，一度踟蹰、慌乱

且迷茫。

懵懵懂懂的自己申请参加了同心“助

学圆梦”，期望能够从中得到帮助，最后

也不负所望在同心的帮助下顺利的进入了

大学，开启了我新的征程。

还记得入户家访时，师兄师姐们的肯

定给了我勇气和鼓励，让我开始慢慢的正

视自己。

如果说冬令营时体会到了同青们的团

结与情谊，那夏令营便是自己树立加入同

心成为同青的信念之地。

在夏令营里跟伙伴们实现了从陌生到

熟络的跨越，也结识了三两知己，钟老师

与陈老师的课程带给了我无限的惊喜与生

活体验，惊喜之余还充满了自我反省与愿

意付诸实践的动力。

因为同心，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们有

了联系；因为同青，汇聚了一帮有爱的人

儿，让大家可以一起为了同一个方向前进，

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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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一年自己成长了很多。

带着惊喜与期待走进了大学的校园，

也因为是在同心的帮助下所得，所以格

外珍惜。很努力的学习专业课程，学习

各种技能，参加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生

活充满了不确定，埋头苦干的人儿总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事实也证明了因

为在一定的志愿与思考基础上，也有幸

遇到了好的导师与团队，在大一成功获

得了项目立项、校级及以上证书十张，

也有幸和导师一起观摩了全国应用型人

才综合技能大赛。在一些人眼里这些奖

励微不足道，可是时光倒流，你相信这

是一个当时差点想放弃大学的孩子一年

来获得的成就吗？

这个假期一路跟着同心前行，兜兜

转转从英才计划到高山上的阅读再到助

学圆梦夏令营，收获颇多，感触颇深。

同行的日子，我为自己，也为大家，感

到骄傲与自豪。

感恩同心让我从一个有时会不自信

的人儿到现在已经走出低落情绪，能够自信

自在地为人处世。也让我相信，其实世界上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一

味的自暴自弃、自我否定不会给自身带来积

极的效用，相反事倍功半。

所以，真的很开心可以遇见同心，成

为同青。

同青的壮大需要我们助力，身为新一

代的青年更应该积极致力于公益，做好指向

标作用，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愿初心依旧，回望仍是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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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会上，经验分享

   在行前会上，听着师兄师姐分享的一

些沟通技巧、拍照技巧，让我觉得这不只

是一场简单的入户家访，需要我们用心去

准备和感受、需要用智慧去交流。大家在

会上不断强调的助学圆梦要秉持“奖善”

为先的机制，入户的目的就是要将爱心人

士的捐款真正地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也

让我暗暗牢记，并对入户郑重以待。

  通过这一次的行前会，使我更加了解同

心，觉得同心里的每一位师兄师姐都带着

最真诚的心无私地为这一场场活动付出

着，其间收获的不只是经验和能力，还有

彼此间如家人般的情感。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从曾厝、美山、赵岗到风景优美的锄山，

这一路上，我所遇见了两位坚强乐观的女

孩，她们的笑容很甜，能感受到虽然有时

候生活是冷酷的，但她们的内心是温暖的、

向阳的。真心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被世界

温柔相待。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文/陈莹

  最触动我的，是在琼坑的一户人家里，

委屈而情绪激动的母亲以及两位安静不作

声的孩子，听着那位伟大的母亲的哭诉，  

我也回想起我的母亲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

隐忍。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但我始终相信，生活对每

个人都是公平的，上帝在赐予你磨难的同

时总会附带着甜蜜的幸福，只是有时候，

幸福来得晚了些。

  听着师姐送给那位母亲的话：“因上努

力，果上随缘”，我也悄悄记下来了，这

句话，是我此次入户最大的收获，它解开

了我在为人处世方面的一些疑惑与纠结，

每每遇到难关，我便提醒自己，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问心无愧，结果远不及过程来

得重要。

家庭关系对小孩成长的影响

  入户结束后，脑海里浮现的一个个画面，

一个个性格迥异的学弟学妹，我深深地体

会到家庭关系对孩子性格的影响和塑造是

多么重要。最深刻的往往总是相似的，但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我遇到了很多关心我

的人：老师、同学、舍友都给了我很多的

温暖和感动，以及之后遇到的同心家人，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

  我想，有些温暖，能够化掉生活覆盖在

我们心上的冰霜。我想，是这一份份的关

怀成就了今天的我，不至于太糟，虽然也

还不算优秀，但我会带着这些期许，成长

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同心，给了我成长的机会；感谢同

心的家人，带给我温暖、感动以及教会我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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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 18 岁自己的一封信
文 \周慧芝

稚嫩的慧芝：

三年前的你，永远不会相信接下来会

经历怎样的一场人生冒险。你将会在同安

一中某个下午遇到同心，你即将用失利的

高考成绩前往哈尔滨，你将会遇到一群和

你同样拥有人生梦想，追求卓越的同龄青

年。偶尔迷茫会问自己一切选择对不对，

但是又夹杂焦虑憧憬的复杂情绪期待着新

的生活。你可能不知道，从六年级到高三

选择纯文科的你，即将坐在一家互联网公

司画着框线图做着产品分析。你更不知道，

当你在某天得知象牙塔外的世界在发生巨

变时你会有那么多的心痛和可惜。

如果 18 岁的你问 21 岁的我在这三年

的成长过程中，学到了什么？那我会告诉

你：是思考，我思故我在。18 岁的你只会

知道这是笛卡尔的名言可以写进作文里获

得好分数，却忘记了探究背后的意义。信

息爆炸和高速发展的时代，思考会让你保

持清醒头脑，更好的进化自己，而不是原

地踏步。不是手机拿到手里不知要看什么

内容，不是经历了那么多比赛和实习却不

知道人生经历上要写什么。不论你处于人

生的哪一个阶段，都不要忘记思考会带给
你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力量，让你对自己复

盘，让你乐于探索未知，学会了思考，你

可以在人生道路上保持前进，保持自我。

当 20 岁的你已经顺利的参与了励媖中

国女大学生领袖计划并进行一年的社区建

设之后，如果 18 岁的你问我，这一年，除

了在名企实习和与导师交流之外，你还收

获了什么？那我会告诉你：

是团队，18 岁的你执着于一腔孤勇，

一叶扁舟。从计划到目标的路上总是只有

你一个人。这一年过去，你知道了一个人

可以走的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的更

远的道理。你真正理解到了团队赋能和

Leader即是坚持到最后，即是成全的道理。

18 岁的你只想要一个更好的自己，可是这

一年过后，你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当 18 岁的你问我这三年我还最坚持什

么？那 21 岁的我坚定的告诉你：

是感激，永远感激的初心。18 岁的你

遇到同心，是你比同龄人都幸运的地方，

你学会了拥抱，学会了永远感激，学会了

表达爱，学会了与自己、与他人、与经历

和解。这是你 21 岁 Luckydog 的由来。你

乐于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慷慨的支持，世

界不是一个人的 solo, 希望你永远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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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成长道路上去做一个小太阳的初

心。

最后，慧芝，我想告诉你：不要害

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许每一次的经历

总会有人告诉你：你不够优秀，你不够适

合，你不够聪明，迫使你放弃卓越。你要

始终自信的跨过这堵墙。在你 18 岁之前

的人生经历，给到了你的一生去追求卓越

的力量和勇气。

亲爱的慧芝，我希望你擦擦眼泪重

新启程时，可以做到：始终自信，保持感

激，追求卓越。

2019/7/4

传承爱 传递爱
文\洪坤荣

能够作为义工再一次回到“经典情

商”，回到钟积成和陈德玲两位老师的课

堂上，我一直都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而

到结束时我虽没学习到预期，但是我学习

到了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作为学

员，是被服务的对象；而这一次，作为是

服务者，是带着信念来的——希望自己能

够像过去的师兄师姐帮助我们一样，去帮

助眼前这批学员。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和

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工作比较繁多，

我们后勤组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进入到课

堂，这让我有点小小的失落。但很快我发

现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但

是每一张脸庞都洋溢着亲切的笑容。我突

然想起了钟积成老师课上所讲的“学会爱，

接受爱，分享爱”，然后恍然大悟，我们

现在做的不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曾经的我

们在钟积成老师的课堂上“学会爱”，从

师兄师姐的帮助付出中“接受爱”，而现

在我们来到这“分享爱”。

在作为义工的我们，帮助他们一点

一点唤醒心中的正能量时，我们自己一次

又一次的被感动着，心中更是充满着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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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感谢着能够有机会成为服务者，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个课堂，我们

帮助学员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见

证他们的成长；和同为义工的同伴们一起

努力，一起分享，一起奉献，我们的思想

行为都时刻感动着彼此，支持着彼此。

在作为义工的这几天中，我一边忙碌

一边回忆思考着过去，犹豫了很久，最后

下了一个决定“给陈德玲老师写封信”，

在信中表达了感激和感受。第二天马上就

收到了回信，看着上面认真细心的回复，

再也忍不住眼眶中滚烫的泪珠。在最初的

时候能够和钟积成、陈德玲两位老师相遇，

对我的人生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他们为我

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接触到从未接触过

却十分重要的东西。让我犹如溺水的人儿

一般重获新生。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岁月中，许多的人

教会了我们“爱”，也接受到了非常非常

多的爱。现在我想要通过我自己双手去为

他人为社会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去回报去

分享去奉献也是去学习。我还想要带动我

身边的每一个人一起携手同行，想要遇见

更多不一样的人们，一起分享，一起感动，

一起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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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服务精神永不止息
文\林梅桂

花开半夏，又是一个过了凤凰花开的

时候。同样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又遇

到了一群青涩的脸庞，那不正是一年前我

的样子嘛。去年的学员，今年的义工，同

一个我，不同的身份，身份的转换，则是

我这一年来成长的证明啊。

去年夏天，高考结束，最终还是让自

己的亲人与恩师失望，自己也是很困顿、

迷茫。尽管家人并未责备，但身边的人却

种带着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时候的我，

会有一种逃避的状态，不愿与家人以外的

人交流，甚至是对于关心我的人，也是拒

之门外并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人，这时

的我，不快乐。

最开始的改变，是参加了“助学圆梦”

夏令营吧，从师兄师姐给我们的建议开始，

再到后面课程上的学习，获益许多。就从

步入大学而言吧，谨记着师姐的“机会是

自己把握的”，我跨出了人生中第一个自

己想要的第一步，慢慢的，慢慢的，怀着

虚心求教，不懂就问的态度，我结识了许

多朋友，慢慢地与过去胆小自卑的自己告

别，就好像自己在变优秀的同时，好多美

好的事物都在向我靠近。

心怀感恩，永远善良，是我最喜爱的

状态，温和而坚定，是我最喜欢的处事态

度。如果没有接触同心这个大家庭，我也

不知道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现在

的我会不会开心，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底

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因为与这一群可爱的小伙伴们相遇，

也就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我明白

了服务他人是一种幸福的事，你的付出，

所收获的将会是你所服务的人的笑容与感

恩，这种满足，是会从你的心底里溢出来

啊，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但这种心情，

没有任何一种情绪能代替。

对于义工，最先有的概念是在我身为

学员的时候，看着身穿绿色马甲的师兄师

姐们为我们的茶歇、活动场地的布置等进

行忙碌。能感觉到他们的辛苦，但更多的

是喜悦，那种服务于他人，成长于自己的

喜悦。所以在后面的许多活动里，我也积

极的去参与，不同的活动有着不同的收获，

对经验进行累积，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笔

精神财富。虽然离别令人感伤与难过，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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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相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而

且只有离别，你才懂得相处时的珍贵。

在学员们的身上，我看到了过去的自

己，我想，人的变化，需要的就是一个循

环渐进的过程，我想，终会有那么一天，

他们会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成为自己想

成为的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最后，我

想以我喜欢的一句话来结尾“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you may cry 

but you have to keep on moving and 

never stop.”对于我们的选择，就是要

永不止息！

同青的发展模式是受助、自助、助人。

人的一生有昨天、今天、明天。我的昨天

是回忆，我的今天是行动，我的明天是希望。

 昨天篇，回忆。

2012 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正当我在

为无法承担大学昂贵学费苦恼时，有这么

一群人，用他们的笑容、他们的方法来帮

助我，摆脱高考失常的阴影，重新建立信

心，做了人生第一个选择。他们是谁？他

们都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同心义工。时

任新圩中学校长的林东荣师兄，便是我的

领路人。是他让我明白，把一件简单的事

做好就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

是不平凡。不管在事业上，还是在公益上，

我都将他作为我人生的一个榜样，一个方

向标。

昨天、今天、明天

文\蔡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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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篇，行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年，同心

助学圆梦项目走到了第 10 个年头，我也

跟它走了 8年。在这 8年中，我成为了一

名同青，参加了义工培训，成为有爱更要

有方法的同心义工、成为同心的一名会员。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参加同心的活动并不

多。但是，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想回来参

加助学圆梦入户。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

出了一颗颗即将发芽的种子。这不就是同

青嘛，从一颗颗种子，在义工的浇灌中，

慢慢成长，长成树苗。一颗树苗或许可以

长成参天大树，但我希望的是一群树苗，

那便可以变成一片森林。

 明天篇，希望。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也知道

在同心义工陪伴下的每个孩子，未来都不

是梦。我希望每个种子都能长成树苗，每

年都有更多的树苗回来，继续播撒种子，

形成善循环。祝：同青早日成为一片森林!  

萤火虫

文\叶巧玲

很多人说，志愿者是“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的确，加入同心 2019 助学圆梦

夏令营这六天五夜的时间以来，我受益匪

浅。这段时间的志愿服务活动丰富了我的

个人阅历，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我们

的任务其实不单单要学习，还要进行全方

面的素质拓展，在学习中成长，在实践中

成才。 

筑梦盛夏，予爱于同心同青，身为一

名绿色的萤火虫，在这次助学圆梦夏令营

中收获了很多，重新捡回了当年的课程，

当年学完课程后，一开始还懂得和父母们

多沟通，明白父母的不易与辛苦，以感恩

的心对待父母，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便

也渐渐淡忘。感恩此次夏令营，让我重新

上了一次课。 2019 年的夏天，是我第一

次以萤火虫的身份参加夏令营，不同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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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身份，学会了付出，学会了表达爱，

传递爱。身为后勤组的一名萤火虫，我

们每天早早的起床，去帮忙切菜洗菜，

为学员们准备早餐，我很高兴，能为这

群可爱的学员们做出贡献。每次到茶歇

时，我们便提前准备水果和饼干，看着

学员们在茶歇时那愉快的笑脸，我就感

到非常的愉悦。每次在饭点后，我们要

收拾碗筷，整理物品，想当初的我们也

是这样感受到来自那抹绿色身影的爱意

呀！身为一名萤火虫，我们同样会在课

堂中参与和学员的互动，一起体验经典

课程，感谢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教会我

成年人的担当和责任。我想，做萤火虫

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有心的人，也许我们做

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却可以从身边做起，

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用这种方式来滋养自

己的一颗爱心。

在此次的助学圆梦夏令营中，印象最深

的就是最后一夜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表演，一

起歌唱，一起谈心。熟识了同心同青的萤火

虫们以及 19 届可爱的学员们后，面对离别更

加伤感，但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

还会相遇，以萤火虫的身份继续传递爱，表

达爱。

我们深信同心同青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团

体，我们更坚信，灼热的心能融化冷漠和无

情，让世界处处充满爱，处处都有萤火虫般

闪亮的志愿服务精神。时光如梭，岁月如歌。

在这里，我们苦过、累过，却依旧笑着；在

这里，我们迷惘过、徘徊过，可依旧坚持着。

青年之志，砥砺前行。“萤火虫”们不忘初心，

继续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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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也参与过挺多次的志愿者活

动，但这次助学圆梦夏令营是为期最长

的一次活动，心里不免会紧张，同时也

很激动。

我怀着这份激动而紧张的心情来到

了尚提书院，见到了昔日的好朋友，也

有陌生的朋友，但大家在同一个任务当

中却十分的默契，这就是爱的力量吧。

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的夏令营，让成员们

能够有所收获，并一直受益下去。

在为期五天六夜的夏令营中，我担

任课堂义工，和学员们一起上课，处理

一些课堂上的琐事，看着课堂上的准大

学生们仿佛看到了去年的自己，即将面

对一无所知的大学，像一只刚学会飞翔

的小鸟，在迷茫中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

而钟陈老师的经典情商课程则对我们寻

找广阔天空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在又一

次的学习中，我的收获也是颇多的，例

如在“内在小孩”环节，去年是里圈，

感受到的是内心深处的自己；今年是外

圈，感受到了伤害别人的同时内心的愧

疚与自责 ...... 例如在观看电影的时

候，去年是被影片中剧情人物深深地感

夜空中最亮的星

文\罗敏

动，今年再看一遍又有了新的感悟.....例

如在学员分享的时候，感同身受下也多了

一份释怀 ......

感谢钟陈老师的授课，感谢同心慈善

会让我学习这次的课程，你们犹如夜空中

最亮的星，让每一位经典情商课程学员沐

浴到了你们散发的光芒。

在与成员的相处当中，也看着他们从

彼此不熟悉到默契的哈哈大笑，印象最深

刻的是在游戏中在我们这些“魔鬼”的干

扰下，他们仍不忘团结一致，太可贵了，

为他们骄傲。在饭桌上，我说我们组需要

准备一个节目，他们就你一句我一句，声

音响彻在餐厅的各个角落，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觉得他们活力满满。在这段时间，我

们仿佛是他们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的主

动让他们打开话匣子，我们的鼓励让他们

勇敢的展现自己。我们在帮助他们的同时

也希望他们将这份可贵的精神传递下去。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更多人

更多事，不变的是我们的经历带给我们的

收获，夜空中亮的星星多的数不清，但最

亮的那颗是由我们自己说的算的。希望每

个人都能找到最亮的那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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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这个夏天的相遇
文\陈美倩

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见了去年的

我自己，考完高考，找了工作，请假来

同心，遇见了一群温柔可爱的师兄师姐，

遇见了一群活波有趣的同龄人。各种各

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成长，都交汇于

同一点 -- 同心助学圆梦夏令营。

看着墙壁上记录着每届经典情商成

员，贴着一句句浓缩精华的话，这是钟

陈老师想要告诉我们的，也是班级传承

想要传授予我们的。

年迈的钟陈老师，一年到头马不停

蹄的开课，操着改变天下的心，影响着一代

又一代的父母，促使他们培养出经典宝宝。

他们无私的为我们付出，无限的倾囊相授，

让爱重新填满我们的心房。他们充满着不符

年龄的活力和开心，积极的带动着课堂，合

理的课程内容安排，理论讲授与有趣的互动

游戏相结合，课堂的每个互动都有他的用意，

一步一步的，学员的内心的迷雾被一双手剥

开，照亮了前行的路。

作为后勤的我，虽然不能像课堂义工一

样，重温钟陈老师的经典情商课。但是，在

为同学们付出的同时我也感到满足，单纯的

满足于他们洋溢着的青春笑脸，甜甜的喊着

“姐姐”。从他们的行为中，我感受到了他

们对师兄师姐的尊重，他们听话，尽力去做

我们说的事情，比如光盘行动，不要给水池

留米粒；看见我们做事情，也会要主动的帮忙。

他们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感恩我们的付出，

我们也感恩他们带给我们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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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六点起，梳洗完去菜园给老师摘菜，被蚊子亲了十几口，幸好不是有毒的蚊子，

接下来洗菜切菜，准备好中午。第一次知道钟陈老师原来只吃我准备的这一顿，他们已经

不在年轻。我十分心疼他们的身体，感恩他们的付出。作为专属老师的义工，我却觉得我

没为他们做什么，本来一天一扫的屋子，他们一直拒绝我们，怕我们劳累，临走前，也把

自己的屋子收拾得整齐干净，钟陈老师，就是这样的无私，大爱。

我爱同心家庭的温暖，受这份影响我服务着下一届学员，回馈着同心，也接受着他们

带给我的快乐。沿道而归，幸福在盼，让有爱的孩子很有希望。

这个夏天，感恩同心，感恩遇见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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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洪成大 杨桂珍 黄莲娜 陈耀因 汤培正 陈先义

黄芋果 陈金选 黄泽凯 洪莽拾   

丘文发 洪燕勤 王志光 黄睿祥 吴昕馨
    
俞建芬 林燕云 丘春兰 陈进花 罗剑锋 洪梅鹊 许清利 刘九金  
      
吴琼花 吕惠芬 付晶 丹增格桑  黄丽霞  林晓 蔡建缘 
邵玉环 赖俊琳   
  
潘腰 黄键 陈港水 

葛议丹 洪金西 曾秋婷 林俊秀
 
林秋月 谢火火 李七七 黄美雅 陈连治 俞秀英 陈二哩 郭水秀 
蔡淑华 郑那治 林秀明 梁晓棣 傅斌 黄玲 戴晓婷 洪群 
林爱玉 
郑明天 林炳长 吴玉芬 包看牛 陈淑姿 钟飞  陈宇 赖木水妹 
   
张碧娟 邓洪 洪团体 王用勋 洪丽娇 曾九九 蒋顺进 洪秀华 
黎定登 邱家华 张燕 
姚虹 杨添水 刘军 黄求开 陈柏熹 黄秋香 白小铮 蔡映雪  
  
林丽惠 梁华 孙理好 黄燕铃 王子涛 王炽昌

刘秀婉 刘雯杰 陈枞 刘东梅 倪云霞 周红  王颖虹 刘东梅 
李辉   
胡丽英 周秀燕 袁九林 万艳 邹二金 李国栋
    
刘萍 邱碧珍

许琼花 陈春娇 李玉珍
     

杨金高 苏进矮 蔡汽车 李永波 刘永火 李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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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月 01 日

09 月 02 日

09 月 03 日

09 月 04 日

09 月 05 日

09 月 06 日

09 月 07 日

09 月 08 日

09 月 09 日

09 月 10 日

09 月 11 日

09 月 12 日

09 月 13 日

09 月 14 日

09 月 15 日

09 月 16 日

09 月 17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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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丽环 陈燕惠 戴云霞 陈青梅 柳素梅 林兆霞  蒋赞治  
   

陈清梅 徐招莲 赵亚敏  

胡丽香
  

张钊 蔡幼玲 黄鑫
  
胡桂玉 游凤花 王鹭娜
  
   
黄木水妹  曹祖芝  康木盛  郑岚  叶剑虹

林雪珍 罗爱基 胡玮

吴朝阳 林丽玉 吴建民 朱钟安 黄明辉 李秋妍

郑宝钱 徐立新 陈夏晗
  
肖琼 王芳花 郭子汕 陈丽婷
    
吴其旺  郭佳 林亚惠 陈秋菊

     
陈丽琴  何玲 郑金配  金丽 普琳
 
张羽 陈惠云 吴文秀 释德意 陈淑华 周宗智
  

09 月 18 日

09 月 19 日

09 月 20 日

09 月 21 日

09 月 22 日

09 月 23 日

09 月 24 日

09 月 25 日

09 月 26 日

09 月 27 日

09 月 28 日

09 月 29 日

09 月 30 日

同心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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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新星榜

8月新增个人会员

  8 月新增家庭会员

         陈潇琳  蔡建琼 顾汉文 释传教  陈芳丽 

         杨达鹏  张海燕 普琳      王海玲  林丽珍  

  

凌元忠之家       李海新之家        夏靖茗之家 

陈水桥之家       朱国霞之家

  8 月新增慈佑委员

唐向荣  林吓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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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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 889 号禾山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大楼 1号楼 417 室

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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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凤屿路 308 号 301 室

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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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