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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又一年

文 \ 小香

街上行走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少了。细想起来，原来是年节近
了，外出的人们都开始奔赴在归途。心里突然又多了许多欢喜，细数刚刚过
去的 2019，这一年里有许多的期待已经如愿，梦想已然成真，是值得给自己
一个假期好好奖励自己。
不免又想起了小时候，那时的年味似乎比现在更浓一些，奶奶总是提前算
好过节需要用到的一应物品，什么时候熬糖，什么时候炒米做年糕，什么时
候要准备祭祖的菜，年前的忙碌在年夜饭后，一家人终于是都坐了下来，保
留项目是看春节联欢晚会。老人们依旧边看边打瞌睡，小孩儿们虽然刚吃过
晚饭，仗着过年，零嘴不断倒也不会被呵斥，邻居家鞭炮声不时响起，打断
了聊天的长辈们……这就是我记忆里，年的味道。
您记忆中的“年味”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跟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分享一
番。彼时的记忆自然是极美的，但安住当下亦是另一种美。
同心志业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同心各个机构的关注与支持，岁月不居，时节
如流，谢谢您陪伴同心又一年，祝福您及家人平安健康，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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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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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祥和、喜悦的人际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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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同心家园
文 / 陈斯容

来同心家园之前 , 曾经听单位同事说
起有这么一群开心的癌友每天在慈场锻炼
脊椎旋转 , 同事介绍说脊椎旋转非常有利
于身体健康 , 当时的我内心有种向往 , 也
渴望能通过这种锻炼方式来改善我长期以
来的亚健康状况，但是因为每天忙于上班，
所以也只能想想而已，无法付出行动。
2018 年 12 月，我不幸被诊断为乳腺
恶性肿瘤，接受手术治疗之后在家休息。
临近 2019 年春节，单位的另一个同事，
也是曾经在同心锻炼一年的一位热心师
姐把我带到了还在文灶的同心家园，没想
到我是以这种方式踏入同心家园，更欣喜
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我的一位老领导，看到
曾经内向严肃的他现在变成开朗活泼的老
顽童，我诧异于同心的魔力。第一次参加
同心的新年聚会，亲眼见证了生动活泼的
场景还有师兄师姐的热情高涨，我心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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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生活是不是就应该是这样呢？ 2019 年中
秋，我第二次踏入了搬到新家的同心，那
天是个中秋聚会。这之后我决定要到同心
锻炼身体，与大家一起过生活。
早晨沐浴着阳光来到同心家园，这是
个干净的家园，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
看到厨房忙碌的身影，喝着暖烘烘的灵芝
茶，感受到家园家一般的温暖，我换上练
功服，从做脊椎保健开始，然后是旋转、
静坐，再到话聊，最后是敬饭、开饭，这
就是我在同心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要
让我们的心能静下来，回到慢生活的状态，
我喜欢慢旋转，特别喜欢慈场的音乐，我
享受跟随音乐的旋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
会有紧张的时候 , 我想到明发老师说到旋
转是一种工具 , 旋转顺了 , 人生也就顺了 ,
碰到问题时要转念，就像旋转一样。虽然
我现在很软弱，经常会为自己的身体担心，
在意检查报告和医学指标，但是师兄师姐
的生命故事给了我信心和希望，我定意要
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无论人、事、境如何，
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的
生命在于对任何事情有一个正面的反应。
我喜欢同心的文化，在这里你能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拥抱、坦诚的相待、无
私的奉献、真心的祝福，我知道一切都是
因为爱，因为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相信
明天会更好，相信我们会创造奇迹。

思明同心社工中心

传播爱 结善缘

文 / 普惠

别无它法。因此刚学习的时候，要多花点
时间及精力练习。我就是在家里，一次次
摔倒碰撞中，越来越熟练的，现在我可以
随着音乐变换手脚的花式，转的时候感觉
到就象在浩瀚的宇宙轨道中自由滑动，时
而象小精灵一样翩翩起舞，时而不停地将
怨恨恼怒烦甩出去。真的好好玩哦！
再分享一下哦‘昨天早上转了十几
很 感 恩 有 这 个 机 会 可 以 分 享， 我 是
广普法师的弟子普蕙。记得第一次见到师
父，源于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我把当时
最流行的方法都试了个遍，却无法解决。
当时，广普师父看见我这个状态，耐心嘱
咐我要学习成长，不要借助外力，心外求
法。师父一语点醒梦中人，从此我踏上灵
性之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次我在
学习上懈怠时，一回想起师父在创办儿童
院初期，生病发烧时，边开车边给自己打
吊瓶这个场景，我便泪流满面。每当想起
慈悲大爱的师父，我便在心里问自己，我
能带给别人什么？成长的路上是艰辛的，
我到各个城市学了许多课程，但这些并不
能填补我内心的空虚。我越来越不知道自
己在找什么？直到来癌友关怀中心遇见明
发老师、好妈妈、师兄师姐，当我接触到

分钟，晚上转了大概有 25 分钟左右，然
后晚上我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比较突然，
没有放慢脚步，我就感觉全身的很多部位
有一阵阵的能量，嗖嗖嗖的来回穿梭到各
个部位。我本来有高血压，已经吃了两年
的药，现已停药快三个月，状态一直很正
常，量了一下，虽然有点高，但是我相信
我是健康的以后不用再吃药了。昨天晚上
头有点蒙蒙的，结果我在睡梦中，就梦到
我一直不停的在旋转，旋转，然后把那些
蒙蒙的感觉给甩出去了，早上醒来发现整
个人神清气爽的，早上我就继续转了。我
感觉自从我开始做旋转以后，我的整个身
体机能还有协调能力好很多。课上那么多
的师兄姐们分享得病后转着转着身体就康
复了，这更坚定了我的信心，练好后，将
来有机会也可以传播给更多的有缘人。

旋转舞，在老师及众师兄、师姐护持下旋
转起来的时候，我体验到一种无比美妙的
感觉，轻松、愉悦、感动，总之妙不可言。
当我体会到时，我知道我不用再满世界寻
找，这个便是适合我的一种运动。无比感
恩 明 发 老 师、 好 妈 妈 及 同 心 的 家 人 们！
然而万事开头难，旋转运动转起来固然美
妙，但想体验到这种感觉，除了刻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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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同心家园
文 / 阿梅

在厦门，有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同心

教授朴实无华，他无私地把生命当中非常

家园，我和同心家园的结缘要感恩广普

有智慧的正知正念传递给我们。让我更加

法师。我是旋转班 25 期的新学员，当我

坚定人生是可以一帆风顺的，只要你足够

怀着满心的期待加入这次旋转课程，收

地有智慧，每天去做功课。他们曾经在死

获了满满当当的爱和喜悦以及莫名其妙

亡线上挣扎，通过旋转，穿越了人生的低谷，

的感动。

身体越来越好，生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轻

我看到一群热爱生命的癌友，他们

松自在。因为自己真的受益了，所以他们

勇敢地直面病魔，他们在于疾病抗争的

想要把自己的收获无私地分享和传递给更

路上没有被病魔打败。相反，我见到他

多需要帮助的，正在痛苦中挣扎的生命。

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们无私

我们是如此幸运可以在有生之年结缘旋转。

大爱地护持我们这些新学员，鼓励我们

同心家园的 80 多岁的老菩萨曾经经历

一点点地从基础的步伐开始练习，慢慢

过手术化疗又重新复发，可是你看到她根

地去感受旋转的乐趣。

本想象不到她曾经经历过这样一场人生的

同心家园的家人们每天在圆场练习

劫难。她是一名退休老师，她说话的声音

旋转，有的癌友甚至练习了将近 10 年。

中气十足，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她是 80 多岁

台湾来的老师林明发先生在 28 岁的时候

的老者，她说要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这种康

身患重病，几度命悬一线，但是老师坚

复模式找回身体的健康。她滔滔不绝地和

持练习了 21 年的旋转，现在看起来神采

我们这些年轻人交流，鼓励我们一定要来

奕奕，他的课程娓娓道来，轻松而又智

同心家园坚持练习，我被老人家的真诚和

慧的语言让我们耳目一新。老师的课程

付出所感动！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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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可爱而且自信，优雅而且从容，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像一个天真质朴的
大学生。她既是圆场的最美主持人，义工，
也是我们这期旋转新宝宝最喜欢的大师
姐。她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付出。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同心家人，这是一
群可爱又值得敬佩的生命，他们在有限的
生命中一直在创造着无限的可能，他们一
直在给给予这个世界无私的爱。
只能告诉自己，我爱同心家园，同心家园

因为旋转，你知晓

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还有“好妈妈”，

因为旋转，你存在

喜悦，阿霞，石雄等等师兄师姐们，他们

因为旋转，你遇见了你自己

一直每天默默的付出，去坚持践行十年如

因为旋转，你爱上了你自己

一日的同心家园的公益慈善事业。这是一

因为旋转，你与旋转为一体

群热爱生命，大爱无私的家人。

旋转出，当下的喜乐美好

在这次旋转的课堂中，我体验到一种

旋转出，一片寂静与祥和

飞起来的莫名其妙的喜悦，全然的信任，

旋转又旋转

全然地敞开，因为有老师和同心家园的家

旋转又旋转

人们的护持，我感受到了爱，它一直在，

旋转……旋转……

只是有时候忘记了。我感受到了曾经一直

感恩同心家园，感恩创办同心家园的

需要寻找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其实它早就

广普法师，老菩萨等等很多很多的亲人们。

在我的内在。
感恩同心家人的大爱无私，感恩老师
的教授无比的智慧，如一股清泉，让每一
个生命都得到滋养，更加感恩感动于一群
热爱生活，大爱乐观的癌友们的护持，他
们经历了生命的低谷，更加的绽放，更加
地坚定，这就是生命的洗礼，真正的活出
生命的韧性，通过旋转延长了生命的长度，
更加延展了生命的宽度，我们只需要全然
地信任，完全的敞开，每一个当下都会有
奇迹降临！
美丽的喜悦师姐，她也是癌友，可是
我看到她的生命充满了喜悦和活力，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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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没有捷径
文 \ 卢丽春
2010 年，因为孩子的教育及对生命

小？”，我还说要发愿帮助同心家园建立

意义的困惑我走入了同心家园至今十载。

更大的平台。老师说，你的问题，我一句

这十年里，我看到无数的生命身患癌症从

话就能回答：“没实践！”，还有你的发

绝望、迷茫、困惑、痛苦、恐惧来这里求助，

愿是妄念，不是正念。老师说：癌友们真

到健康、轻松、喜悦、自在、灿烂的活着，

正需要的是陪伴！如果你真心发愿，那就
去“陪练”！有你们陪伴，癌友们才能稳
定顺利的完成 100 次的旋转，身心得以改
变！陪练才是重重中之重，义工们要把 80%
的精力放在陪练上，20% 放在后勤保障！
老师一句话像一道强光亮照进了我的
心里，简简单单的话语，点醒了誓言旦旦
的我，而我昨天还刚报名了晨光班，想着

从求助到助人生命品质的改变，心里对他
们由衷的赞叹和敬佩！可是我却发现自己
改变很小，虽然我也跟师兄师姐们一起参
加活动、上课、一起练功（我是吊儿郎当
的练），可我好歹在这里浸泡了十年，怎
么可以收获那么小，到底为什么？
2014 年 9 月，儿子初中毕业就不再
上学，慌乱无助的我四处求助教育“大师”，
这五年不断外求，直至精疲力尽，对生命
充满了绝望！ 2019 年疲惫、焦虑、绝望
的我再次回到同心家园。
孩子的问题跟癌症的生死问题比起来
真是小事，可我却栽倒在这里起不来，这
不，《25 期生命成长营》开班，我也刚
好又去外地求“大师”而错过了。12 月 3
号我回厦门，刚好是老师带领师兄师姐们
一起过生活的最后一天，感恩老师、好妈
妈给我第二天陪他们吃早餐的机会，我问
明发老师说：“为什么这十年我改变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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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又一轮的旋转。吃完早餐，我立刻来
到同心家园，大声的宣布说“我要来陪练！”
松昆听了笑话我说：“你自己都很少练，
还来陪练，你练自己的吧！”，我坚定的
说：“不，我是来陪练的！”，当我带着
陪练的心参加旋转时，外在看起来还是和
平时一样旋转，心里却自然而然的去连结
“新宝宝”，旋转结束时对他们发出祝福。
第一场陪练结束，我感觉自己内心特别的
欢喜，体验了一把“无我”的美妙境界（忘
掉自己，把别人装心上）！原来发愿行愿
是这么快乐！当天我分享陪练的感受，有
几个师兄师姐积极响应，于是，我们成立
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的【陪练组】（以
前是大家一起练，没有专门陪练）。感恩
加入陪练组的师兄师姐们的支持！
为了安住于陪练，我改变了中午回家
给儿子做饭的习惯，每天早上 8 点前为儿
子准备好午餐，从家里走路到同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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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湖边，面向山河大地大声的说出我的

经过的美丽的湖景充满感恩，感恩美丽的

愿力，再唱首正能量的歌，然后带着美美

家园，感恩每场团练，感恩每个到来的师

的心情，9 点准时去陪练。我眼中的新宝

兄师姐，感恩老公儿子的支持，短短的 37

宝个个都是那么的健康，那么的开心，我

天，我的生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原来

开心的和他们打招呼，把自己的开心传递

紧锁的眉毛，僵硬的身体，到眉开眼笑，

给他们，看着他们的眼神都是关爱、欣赏，

身体变柔软了，也不再去关注儿子的问题，

自己的心里也感觉很快乐！

只关注自己的开心，自己的愿力，关注新

我尽量每周去陪练四次，这是我来同
心家园十年以来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在圆满

宝宝的状态。现在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每天都活在天堂里！”

班练旋转。第一次真正把心安住的同心家

回想比我晚来的同心家园的师兄师姐

园和师兄师姐们一起过生活。不自不觉过

们，难怪他们生命翻天覆地的改变，喜悦

了 37 天，我感觉每天都很快乐！同心家

师姐十年如一日坚持来旋转，丽玲师姐坚

园崭新的团练场宽敞明亮，阳光充足，家

持了十年，兰娇师姐坚持了九年，雨阳师

里的每个人都积极乐观，亲密无间，旋转，

姐坚持了七年，菊美和建国夫妻俩坚持了

静坐，甩手，分享，唱歌，手语，素食……，

七年，碧霞师姐坚持了六年，素华和红碰

功法义工，口令义工，帮厨义工，接待义

俩夫妻坚持了四年，兰秀师姐坚持了五年，

工……，处处充满爱！我们在这里过着天

聪林师兄坚持了五年，江鸿师兄坚持四

堂般纯净的生活，快乐无比！

年……，数不胜数的师兄姐们用实践来应

带着愿力生活，老天都会成全，我突

证“癌症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不仅康复还

然进入了“行住坐是都是修行”的旅程，

活在天堂里！”。他们都是我的榜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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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这些巾帼英雄和勇士们！

开启新的生活

【陪练组】的师兄师姐们，知道新宝

文 \ 陈慧

宝有陪练的需要，主动扫码进群陪伴，每
周至少陪练两次，每次陪练都先签到发愿，
每场团练新宝宝都能感受师兄师姐们的陪
伴，更稳定、更有信心，陪练组的家人也
接受新宝宝的感谢，这个家里充满了爱的
流动。
这 37 天，我看到坚持来锻炼的新宝
宝的变化，陈慧师姐的目光不再迷茫，脸
上的雾霾掉了一层，透露出泛红的白，景
春师兄看起来比我健康开朗，志平师兄身

大家好！我是陈慧，来同心三个月了，

体轻松了很多，丽程师姐淡定平和的练

之前治疗结束后在家休息半年，不愿意见

功上班两不误，斯容师姐安定自在，雅玲

人，亲戚朋友要来探望我，我都以医生交

师姐说起自己的“复发转移”还是面带笑

代免疫力低不要来推辞。有一天，我的姊

容……他们轻松得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

妹李琼邀我一起来同心锻炼，我想那就去

活在天堂里的人真快乐！感恩苦难的

看看吧。石雄师兄接待了我，那天话聊听

经历，让我成长。我也看到自己过去错误

师兄师姐的分享我也是泪流满面，我是爱

的方式生活，就问题解决问题，越解决越

听分享又怕听分享，爱听是因为分享的是

多问题；就行善而行善善，越行善越我慢；

成功的见证，给我激励和信心，怕听是觉

用才能证明自己，越证明越软弱；把法当

得说一次就是又打开伤口一次。

成知识武装自己，知道的越多越自以是，

来圆场的第二天，明发老师就来了，

“修”了十年，不仅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没

老师说现在我这生病的人就是要好好爱自

改善，还增加了傲慢之心，离幸福越来越

己，放下事情，把身体顾好，不拖累家人，

远！感恩明发老师的点拨。发愿行愿，十

才能更好的爱家人。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好

年如一日的坚持，成长没有捷径！让我们

的引导，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再慢一点。

一起用行动活在天堂里。

圆场的功法很适合我这个懒人，不是
高强度的训练，是缓和又有效的脊椎保健，
旋转和静坐。
在圆场，我的脸色也一天天好看起来，
也没那么爱哭了。元旦好几天没到圆场总
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圆场就是有磁力吸引
着我每天来锻炼，来过生活。感恩，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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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心得和体悟
文 \ 陈新春

各位亲爱的同修！老师！师兄师姐们！大
家晚上好！
感恩有您的陪伴！因为有您的陪伴，
我才能坚持不懈努力学习。感恩遇见！有
您们真好！真幸福！
今天是 1 月 12 号，旋转第 29 次，我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收获与体悟。
在五年前，我在同心家园也参加过三
天的基础班学习，记得当初的旋转没有转
起来，内心是恐惧的，害怕的，黑暗的，
无助的，情绪变化很大。哭过，害怕过，
不敢闭上眼睛，一闭眼就头晕，想吐，不
敢再踏，不敢再转，三天的学习没有真正
的投入，因为，不敢面对，就没有坚持。
这次 25 期的基础班我来了，我要感谢石雄
师兄发的一条链接，我报名了，我来了。
让我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次的旋转我没
有了恐惧，害怕，也没有了天昏地暗，以
前的那些问题都没有了。我的内心是喜悦
的，自信的，慢慢随着明发老师的引导，
慢慢的地踩，慢慢地踏，老师说：慢慢地踩，
慢慢地踏，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急，
不要烦，和自己在一起，去觉察自己心有
没有急，有没有烦，有没有定，有没有稳，
就这样和自己在一起，身心合一，你的每
一个脚步有没有稳，心有没有静，心有没
有和自己的身在一起，当你透过旋转转顺
了，你的人生就顺了，就稳了，就不会烦，
就不会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修
炼自己的，我听话照做，就这样静静地踩，
静静地踏。就这样到了第三天神奇的事情
发生了，我左边的两颗大牙大半年都没咬
东西了，刷牙都疼。居然在第三天中午吃

饭可以咬了，而且一点都不疼，我还不信，
故意再用力嚼菜，真的没有疼了，记得当
时忍不住就跟几个同修分享，太高兴了，
自己就觉得怎么这么神奇。还有我多年的
痔疮现在也好了，旋转第三天排血了，排
了很多，我很高兴，太好了，这是好事，
排毒了，痔疮的结结化了。直到现在，肛
裂的现象没有了，排便也顺畅了。早上旋
转完会连续排两次，晚上如果再旋转还会
再排一次，把以往的宿便都排掉。还有我
脖子肿大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也有在调理，
慢慢也好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点没有完全
好，透过旋转 29 次，代谢的速度加快了，
现在的脖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手摸过去柔
软的，结节没了。
以上的这些问题透过旋转让我更加坚
定这套功法不可思议，他透过慢旋转，净
化身心，进入松，静，自然和祥和的心境，
做到身心合一。再透过静旋转，提升氧血
循环，活络全身经脉，恢复身心健康！透
过练习，不断让自己改变，变成一个原本
具足的自己，我坚定不移，我会把这套功
法作为我一生的修行。
我发愿：我要把这套功法带到老家霞
浦，让我身边的癌友，亚健康的人，都能
有缘结缘这套功法获得健康！
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以上的收获只
是刚刚开始，相信未来还有更大的奇迹，
我们一起来见证！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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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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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01 日

黎贤盛 曾凤端 容海波 黄志宏 曾双花 林妮妮 黄家凤 康敏慧
吴凤丽 洪丽卿 何燕
王海玲 许祯袖				

1 月 02 日

1 月 05 日

刘晶晶 严红涛 黄亚碰 黄巧婵 吕美良 林菁 林桂华 蒋彩菊
袁珊珊 腾悠然 李娟娟 陈瑞莲 林跃金 林妍华			
王黎辉 邓景晖 张平
庄色云 陈丽程 黄金磅 洪月谅 杨娉娉
温美梅						
陈肃惠 郑秀琴 黄国宝 张小萍 许安旋 汤晓洪 郭灿堂
张军
刘惠掀 王保桑 常青
曾定仙 洪淑娟 王金金 陈素君 游春春 李良健

1 月 06 日

郭辉荣 范积芳 谢晓洁 洪燕
孙英莲 林嘉瑜
苏智锋 卢月梅 胡耀丹 俞诗兰 陈阿玲 刘丽芬

1 月 03 日
1 月 04 日

1 月 07 日
1 月 08 日
1 月 09 日
1 月 10 日
1 月 11 日
1 月 12 日

蔡玉金 陈津津 柯宝珠 郑兰芳 刘玉霞
			
李建英 郭水南 陈清花 牛恺
钟久连 林加花
王恩凤 连明誉 叶彩妙 傅伟宏
郑水长妹

1 月 14 日

陈晓红 陈清圆 温付荣 文海艳 张雪雯 许秀凤
		
段水莲 戴金莲 郭美丽 李素娥 吴淑英 王肖罡
蔡阿迷 赵恭楷		
		
陈琰瑱 骆秀凤 周严
郭栽花 方添福 林爱美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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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胜顺 胡淑萍 孔繁莉 魏燕明
				
张文
郑真真 陈珍芒 李紫薇 李三金 林金镇 钱泉 欧惠卿
赵林春 王庆耀 许粉
钟贤兴 林乖			
								
刘艳艳 闫瑞祥 释传妙 王抱治 何四凤 缪少英 武振芬 余建国
刘秀添 陈开水 曾育芝 朱燕婷
				
吴丽君 石瑞芬 谢德源 陈意芬 练荷林 温龙芝 许燕静 刘茂兰
黄雯茵 张清花 蔡妙如

1 月 13 日

1 月 15 日

曾凤娇 洪延增
张有荣 蒋瑞

邱玉芳

陈秀琴

杨鹏

李宛霖

林志鉴

普幔

蔡丽羡
陈美丽			
陈秉跃

洪清芳

叶谢榴

郑素美

同心秘书

1 月 17 日

释佛生 陈玉霞 黄双春 林兰秀 许丰华
					

1 月 18 日

吴金江 王春勇 张育琦

1 月 19 日

林辛

1 月 20 日

陈义
翁小妙 梁再春 游淑庄 方小华 许丽芬
陈瑞治 郭艳姣 黄晓梅		

陈春晓

1 月 21 日

欧英
陈丽吟 柯丽美 彭金梅 张宏霞 段伊涵
叶丽珍 廖竹元 吴辉艺 陈晓菲 常玉贞
			
陈跃伟 纪婴
彭玉珊 许文化 蔡文英 杨永水
江辉
郑本榕 杜丹心 郑喜阳
					
何慧霞 戴腾金 雷建增 文素贞 郑舒桓 赵雪

洪燕慧

1 月 24 日

洪继超 林亚珠 王淡英 郭挪萍 叶亚玲 王滨滨
胡海英 周敏
汪晓兰 陈清香 林梅

洪妙惕

1 月 25 日

郭骐玮

何鹏超		

王美能

蔡文骞		

施忠贤
骆珠宝

许秀玉

1 月 30 日

蔡秀琴 朱鹏坤 曾廷翼 陈秋霞 王伟
			
洪秀媛 江帅珑 郑明海 王美能 许雅香
			
廉欣
李素珠 陈添花 陈惠雅 颜燕惠
蔡惠华 洪阿云 洪燕英 罗炜
吴佩芸
朱碧兰 张兰馨			
					
郑玉娇 魏然
罗四四 柴洪飞 肖秀錞
汪美玲 阮宝花 洪鹭娟 张斌
魏晓燕
		
王惠璇 赖道强 庄毓蓓 李晓英

1 月 31 日

释广普 林春旺 洪燕玲

1 月 22 日
1 月 23 日

1 月 26 日
1 月 27 日
1 月 28 日
1 月 29 日

李勇

连海英 刘智发 郭美香 陈永生

纪水湖

汤维兵 释圣离
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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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新星榜
12 月新增个人会员
洪志彬 庄秋萍

许娶治

蔡安

郭妹

蔡祝

杨子祺

庄远珍

方发展

陈艳仁 谢升

魏晓金

许水粉

林素清

刘洧榕 陈春芳

康瑞雪

吴小妮

梁港灵

王铵娜

12 月新增家庭会员
朱荣通之家		

袁洪标之家

唐石义合家

汪年富合家		

宋佳圣陈阳之家

林永生之家

朱秀珍合家		

许宗彬之家		

12 月新增百年会员
葛楚琦

12 月新增慈佑委员
黄玉珊 颜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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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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38 号华强企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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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