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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的话 

高大伟 

 
守得云开终见月，千企万盼，望眼欲

穿，终于等来了树华申请中国对境外

NGO 正式登记注册的核可。说起来就

这一件事，但是它的旷时费力，千曲

百绕，用尽了树华几代义务工作团队

的努力，其中艰苦，一言难尽，真不

足为外人道也。 

 

若干年来，国际政治的逾形严峻，中

国不得不对境外 NGO 在华作业，逐步

严格管控，期杜绝不肖组织，浑水摸

鱼，制造困难。于是，要求正式注册

登记，以利管理。树华为符合政府规

定，便利日后在中国之工作，数年以

前，即响应而着手申请。然申请手续

綦烦，既乏前例，又欠准绳，经办起

来，如瞎子摸象，茫无头绪，不知从

何下手。会长，各位副会长，各组负

责同仁，乃致全体义工，无中生有，

聚沙成塔，历经数年不懈努力，终于

变不可能为可能，实属奇迹，功不可

没。也不能忘记历任会长，如笑枫，

静和，笙燕，和她们带领的历届工作

团队，特别是我们在北京第一线的工

作同仁晓杰，荣梅还有克佳居间策应

的卓越贡献。 

 

我们也要感谢中国国内与树华合作的

领导们，朋友们，例如中国教育发展

基金会的各位领导。以及中国驻旧金

山总领事馆王总领事，邹副总领事，

唐参赞和馆中各组实际负责工作同仁。

要不是靠了群策群力，共同促成，实

难奏此效。 

 

注册的成功，标示着日后树华在中国

国内的工作，顺利许多，当然也敦促

着树华，更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因此，我们要求全体树华人和各界支

持树华，捐款树华的朋友们，与我们

共同努力，能为边远地区的穷孩子们，

多出一把力，多行一些善。 

 

 

新身份 新挑战 

李丽 

 

在春意盎然的阳春三月，我们终于可

以向大家报告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树华北京代表处正式成立了。在现如

今的国际环境下，这个正式身份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树华“树人百年业，

乐育中华才”的宏愿，在经历了四分

之一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后，又将整装

扬帆，继续我们促进中国农村教育发

展的伟大事业，为中华故国的复兴略

尽绵薄之力。 

 
新的身份势必面临新的挑战。树华的

奖学金工作随着身份和环境的变化，

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一些变化。随着

中国农村扶贫项目的实施，广大农村

的普遍情况得以改善，树华以往从初

三学生中推荐申请奖学金的操作模式

将改为在高中入校后进行，这样做不

仅减少义工工作压力，提高效率，也

有利于树华在更广泛的生源基础上选

择“家庭经济困难但好学上进成绩良

好”的学生申请树华奖学金，在高中

就职的部分树华甄选委员老师及他们

所代表的学校将获得首批树华高中生

推荐的资格。树华将继续和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会密切合作，把身份转换和

新推荐制度下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背

离树华奖学金设立的初衷。 

 

挑战和机遇总是并存的。树华代表处

的身份也使我们有机会加强和边远地

区教育单位的合作，深入到更为偏远，

自然条件更差，经济发展相对更为落

后的地区，实现树华工作 Reach 

high and reach far 这个多年的目

标，让树华奖学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树华的幼教项目。在奖学金以外，树

华于 2019 年底起尝试开拓新的项目

以适应农村教育发展的需要。两年多

农村幼教的深度参与给我们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非常可喜的成果。通过树

华当地义工的推荐，树华总部 5 位义

工实地考察，树华立项资助了位于云

南省会泽县大桥乡的金桥幼儿园。会

泽县的大桥乡是个海拨 2500 多米深

度贫困的高山苦寒地区，金桥幼儿园

是当地第一所幼儿园，园长是山民的

女儿胡文芬，在考上师范大学幼教专

业成功飞出山沟沟后，有感于城乡幼

儿教育的巨大差异，放不下仍然和当

年的自已一样“满山跑的泥娃娃”，

胡文芬毅然于 2006 年回乡，贷款建

校开办了金桥幼儿园，她要让山里的

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到规范

及时的启蒙教育。在金桥成立 7 年以

后，当地的公办小学才增加了幼儿教

育项目，胡文芬的幼教办学和理念在

当地一直是超前的，她还通过不断的

进修保持自己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不

落人后。由于当地贫困程度较深村民

负担能力有限，也由于当地的政策规

定私立幼儿园的学费比公立幼儿园还

低，幼儿园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入不敷

出，但胡文芬坚持办质量过硬的幼教，

不在孩子的教育上打折扣，她依靠增

加贷款，家中农地产出及家庭收入补

贴幼儿园，背负着家庭和婚姻的压力

苦苦维持。2019 年，山穷水尽难以

为继的胡文芬面临着关园止损，回归

家庭的最后选择，放不下她的 90 多

名学生，又再无余力坚守的胡文芬一

筹莫展。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树华

甄选委员王建军老师，把金桥推荐给

了树华幼教项目。树华经过实地考察，

决定在资助贫困幼儿入学，增加学生

营养，改善卫生条件及补助教师生活

等方面资助金桥幼儿园。树华的介入，

不仅让金桥的孩子们不再变回“泥娃

娃”，也改变了当地主管部门对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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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的态度。一位主管领导坦承对私立

幼儿园有偏见，管理的多，支持的少。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们十分欣慰地报

告金桥幼儿园受到了主管教育部门的

高度评价，不仅成为普惠幼儿园，而

且成为当地幼儿园的示范单位，其校

园卫生，教学方式，学习成果都受到

肯定：小学生中，金桥毕业的孩子比

起其他孩子更大胆活泼，善于沟通，

表现十分突出。两年多来，对金桥幼

教项目的资助，最让人感动的是胡文

芬老师十几年初心不改对教育的坚持。

她仍然背负着巨额的债务，除了

3000 元人民币的工资，劳保退休福

利一概没有着落，她把能拿出来的一

切都给了她的学生们，胡老师就是大

山里的一个张桂梅式的好老师。遇到

树华是山里孩子们的幸运，找到胡老

师是树华幼教项目的成功。胡老师和

她的金桥是树华最好的资助目标。 

 

受到疫情和旅行禁制的影响，幼教项

目的拓展暂时无法进一步推进，但金

桥幼儿园项目让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

乡村幼教的需求。过去两年，虽然农

村幼儿入学率有显著提高，但各地农

村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参差不齐，差

距极大。疫情过后，树华计划在贫困

家庭幼儿入学学费、幼儿图书、幼师

培训，幼儿教师生活补贴等方面开拓

农村幼教的资助项目。 

 

树华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发展过程中，

低调走过了卓有成效的 26 年，未来

的树华将继续秉承前辈们低调务实的

作风，踏踏实实的为改善农村教育做

实事，不论风云变幻，我们初心不改，

勉力于树华树人之百年大业！ 

 

 

 

要事报告                                                  

李丽 

 

一.树华教育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成立 

 

树华（北京）代表处于今年 3 月中正

式成立。它标志着树华在中国农村的

慈善教育事业将以全新的身份和作业 

 

 

方式开展，为树华的中国慈善工作提

出了挑战，也为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 

 

二．树华 3 月董事会新增王滕骏、王

维汉两名年轻董事，为树华增添了活

力（排名不分先后） 

 

王滕骏：Tana Investment Group 创 

始人和执

行总裁，

曾就读于

密西根大 

学。Tana

公司主要

从事房地

产投资、 

借贷以及

在房地产

领域内的

节能绿化

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他还是国际性智库霍瑞西

斯(Horasis)的成员。 

 

 

王维汉：北京完成本科教育后，赴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 

曾是最

早被全

球著名

孵化器

Y 

Combin

ator 

投资的

华人创

业者，

现就职

于

Google 担任高级主任工程师和经理。

2020 年王维汉创立了“远见奖学

金”，积极倡导提携与指导的人才培

养方式。 

 

我们期待两位新董事在吸引新的捐款

人和年轻义工、与其他专业机构和个

人横向合作等方面，助树华开拓新的

局面。 

 

 

 

 

三. 树华奖学金部新任命两位负责人 

 

万英：部长。万英是长期服务社区的

资深义工，曾在学校和新希望华人癌 

症关怀

基金会

服务。

2018 年

加入树

华奖学

金部，

逐渐成

为 骨 干 ，

担当起

奖学金

部和甄

选委员和学生联络的重任及各项奖学

金申请和评审相关的工作。 

 

 

马英：副

部长。马

英在公司

负责企业

市场管理，

于 2021

年加入树

华。虽然

还是个新

义工，但

马英年富

力强，做

事认真，熟悉业务能力极好，很快就

成为奖学金部的骨干力量。 
 

万英、马英二位新部长年富力强，双

英荟萃，万马奔腾，一定能够带领奖

学金部的义工把奖学金部的工作做好！ 

 

原奖学金部负责人、副会长陈勤，将

继续担任副会长一职，仍然主管奖学

金部的工作。过去几年陈勤部长在跟

随“老班长”章鸿权学徒实习一年后，

独立领导奖学金部开展工作包括申请、

评审、探访、发奖等全套工作，并在

疫情期间实行完全的线上作业，使树

华奖学金工作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树华每年千余份学生申请材料，不仅

和甄选委员、学生需要联络，和捐款

人特别是冠名奖学金的捐款人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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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沟通，作为奖学金部的负责人，

陈勤带头苦干，事无巨细，亲力亲为， 

带领奖学金部圆满完成了每年的奖学

金计划，是我辈新义工的典范。陈勤，

辛苦你了！ 

 

 

 

      The SOAR Foundatio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1/1 – 12/31, 2021 

             苏艳玲 

 

Revenue 

Donation             $77,862.00 

Membership Fees          325.00 

Sponsorship          425,577.00 

 

 

Memorial Fund/Named 

Scholarship
注 1
      

                     398,913.00   
Endowment Funds 

 Scholarships
注 2 

                     149,350.00        

Endowment Funds-Henan 

 Flood Relief
注 3
 

                      35,000.00 

Special Donation-Henan 

 Flood Relief 

                      31,140.00 

Total Revenue        

                  $1,118,167.00 

 

Expenses 

Office and Operation Expenses 

    U.S.A.       $26,984.00 

    China         30,007.00 

Sub-total            $56,991.00 

 

Scholarship
注 4 

                     762,606.00 

Henan Flood Relief 

 Donation
注 5 

                     100,000.00 

Total Expenses      $919,597.00 

  

Other Income 
注 6
 

                      43,607.00 

Net Income          $242,177.00 

 

注 1：2021 Memorial Fund：陈建中

夫妇，程天放先生，吉尔瑛严演存夫 

妇，傅良居朱亚贤夫妇，赵汝汉先生，

高浈瑚女士,杨隆祜李绍姒夫妇，曾

李素夫人，刘崇华女士，揽翠奖学金，

胡骏女士，薛介民姚明珠夫妇，杜獻

文老師，俞李湘兰女士，程士彭先生，

任基成杨代廉夫妇，李自端老师，丁

德泮曾淑慎夫妇，Mrs.Grace Kao 

 

Named Scholarship：王若愚許爱华

夫妇，许梦洙余祯培夫妇，新希望教

育基金会，春天奖学金，筑梦奖学金，

梧桐树奖学金，智慧奖学金，张为人

先生，亮丽奖学金，籽光奖学金，继

华奖学金，嵇阅伟奖学金，远见奖学

金，传统中医奖学金，齐邦媛进修奖

学金，Hehan Chen Family 

Scholarship Fund 

 

注 2：2021 年永续基金拨款资助奖学

金总额。 

 

注 3：2021 年永续基金拨款资助河南

受水灾学校赈灾款。 

 

注 4：2021 年实际奖学金 已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发放。 

 

注 5：2021 年 7 月，河南遭遇特大水

灾，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很多学

校也被冲毁泡坏，造成学生复学困难，

亟待修整重建。河南是树华学生最多

的一个省份，疫情前树华义工刚刚访

问了河南的老师学生。对河南的灾情，

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些关注

河南灾情的捐款人和树华义工纷纷为

河南专项捐款，金额共计 31140 美元。

考虑到树华奖学金当年预算尚有余额

33860 美元，树华董事会决定批准永

续基金拨款 35000 美元，汇同河南专

项捐款和奖学金预算余额，通过中国

教育发展基金会向河南灾区的学校捐

赠 10 万美元，为灾区学生早日重返

校园略尽绵薄之力。 

 

注 6：2021 年非永续基金投资收益和

美元/人民币汇率调整。 

 

 

 

 

如欲查询树华教育基金会 2021 年全

年的财务报表明细，请电 510-675-

0680 

或 E-mail：office@soaronline.org 

财务收支   苏艳玲 

 

 

 

博爱奖学金 2022 简报 

           李作昌 

 

博爱奖学金，Broad Love 

Scholarship, 成立于 2016年，此项

捐赠来自一位不具名的大善士，我们

只知道他的 First name 是 Anthony,

他一心一意是为了帮助中国穷困区域

家境贫寒的高中，大学及职业大专学

生。 

 

数年来，博爱奖学金的二月简报从未

间断，读者可以参考 2017年以来的

简报文献。2016 年第一批捐赠数额

为五万美金，博爱先生于 2019 年又

拨款捐赠了八万元美金，其中三万元 

继续支持高中和大学奖学金，另外五

万元支持树华开发学前教育。今年 1

月 27 日我们收到了博爱先生的电邮，

称赞了树华在艰苦条件中的作业成绩，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原文如下： 

 

Thank you everyone for your 

great commitment and dedication 

in this difficult time. There 

are a lot of needy children and 

family who require our help and 

support, and I thank you for 

your great work over the years. 

 

As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pproaches, I wish everyone a 

healthy,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2022! Happy New Year! 

 

Regards, 

 

Anthony 

 

 
 

 

 

Salute You,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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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学年博爱奖学金（表一） 

 

        大学（12 名） 

姓名 省籍 院校/年级 

杨袁 湖南 
湖南工业大学/大

三 

杨明旭 山西 
北京印刷学院/大

四 

王雪纯 山西 
山西大学商学院/

大三 

李晗 
黑龙

江 

浙江师范大学/大

三 

张羽 山西 厦门大学/大三 

冯君祥 甘肃 
武汉工程大学/大

二 

张鑫 
黑龙

江 

吉林大学珠海学

院/大二 

申晗 
陕西 西安科技大学/大

二 

贾金霖 
陕西 西安科技大学高

新学院/大二 

陈经沛 陕西 西北大学/大一 

徐思卓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大

一 

杨美霞 湖南 怀化学院/大一 

 

 

        高中（6 名） 

姓名 省籍 学校 

车江婷 四川 
四川省甘洛中学

校/高三 

阿木拉

合 
四川 

四川省甘洛中学

校/高三 

巫呷吉

曲莫 
四川 

四川省甘洛中学

校/高三 

赖晓丹 云南 
禄劝县第一中学/

高三 

杨绍岑 云南 
禄劝县职业高级

中学/高三 

张思阳 云南 
禄劝县民族实验

中学/高三 

 

 

博爱奖学金账目（表二） 

   1/1 – 12/31, 2021 

 

Financial Summary 

 

Investment Account Balance 

 

Market Value（12/31/2020） 

                   $93,285.78 

New Donation             0.00 

Transfer to Scholarship 
注 1
 

                  -$21,100.00 

Unrealized gain/loss 

                  -$12,027.19 

Market Value（12/31/2021） 

                   $60,158.59 

 

Scholarship Balance
注 2
 

Balance (01/01/2021)    $0.00                     

Transfer from Investment 

 Account           $21,100.00 

Disbursement
注 3
 

                  -$21,100.00 

Balance (12/31/2021)    $0.00 

 

 

Total sum in the Broad Love 

 Fund as of 12/31/2021 

                   $60,158.59 

Sum available for HS, college 

scholarship as of 12/31/2021: 

                   $30,158.59 

Sum availabl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as of 12/31/2021: 

                   $30,000.00 

 

 

注 1：转账金额是为资助(a)6 名高中

生及 12 名大学生和(b)云南金桥幼儿

园的教育活动经费。 

 

注 2：该奖学金存于树华的银行账号，

其作投资用途时存于 Fidelity 

Brokerage 账号。 

 

注 3： 高中生以每人 $450， 大学

生以每人 $700 计，总支出为

$11,000；资助云南金桥幼儿园的教

育活动费用 $10,000，约可满足该院

所需要的教育活动经费三分之一。  

 

 

       2021-2022 学年 

     奖学金评审工作汇报 

             陈勤 

 

2021-2022 学年的奖学金发放工作在

去年十二月底顺利完成了，共发放高 

 

中生奖学金 1003 份，大学生奖学金

326 份。 

 

树华北京代表处设立后，主管部门是

教育部，合作伙伴仍然是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但从今年起，在奖学金发

放地区，执行方法，和流程上，会有

一些变化。 

 

树华奖学金部的负责人已经由两位精

力充沛的年轻义工接任： 万英任部

长，马英任副部长。  我将一如既往，

继续在奖学金部，与各位同仁一起工

作。   

 

五年多前，我从章鸿权老班长手中接

过了奖学金部的负责工作，在老班长

的指教下，逐渐熟悉了业务。  这五

年以来，承蒙奖学金部的前辈们和同

仁们的包容，指导和支持，幸运有

IT 部和财务部同仁们的无间合作和

支持，感恩有几位前辈和领导的关心

和指导，做着愉快的义工。  我相信 

在两位新部长的带领下，奖学金部将

更上一层楼， 把奖学金发放工作做

得更好。 

 

 

 

 

树华网上筹款平台简介 

筹款部 罗丹 

 

我从 2015 年开始在树华做义工，最

开始在辅导部给树华学子当辅导员写

信，后来加入筹款部。作为一个非营

利的教育基金会，筹款部就好像我们

的军火库和后勤大部队。七年以来，

树华的筹款工作在传统的年度筹款午

宴基础上，发展了通过第三方非营利

组织的网上平台筹款以及参与硅谷科

技巨头的慈善筹款活动。 

 

互联网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网上筹款

也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树华目前主

要在四个网络平台进行活跃筹款活动。 

GlobalGiving  简称 GG。 GG 作为一

个非营利的筹款平台成立于 2002 年。

目前在全球 175+个国家支持了快三

万两千个慈善项目，树华在 GG 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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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项目，一个专门支持贫困山区品

学兼优的女学生，另一个不分性别。 

六年多以来，树华筹得二十万三千多

美元善款全部用于奖学金。 虽然作

为第三方非营利慈善平台， GG 会收

取小额费用用于维持网站运营，GG

每年组织各种奖励配捐活动，树华收

到的额外奖励金额远远超过它的费用。

作为一名特许金融分析师，职业病喜

欢用数据说话。GG 收取约 8%的手续

费，但是拿到的额外奖励高达 35%，

树华净赚 27%额外的筹款作为奖学金。

我每年在两个项目分别至少各发四篇

英文报告，向 GG 给树华捐款的捐款

人介绍树华学子现状，让捐款人们知

道自己的每一分血汗钱也都花在了刀

刃上，成功改变了成千上万山区学子

的命运。也是通过 GG 平台，树华的

捐款人从传统的美国华裔，扩展到了

美国的其他族裔，甚至扩展到了英国，

很多爱心人士成为了树华学子奖学金

的捐助人。 

 

Benevity  这个平台主要和包括谷歌

在内的各大科技巨头公司合作。美国

加州硅谷的科技创新和人文关怀使得

各大公司每年都有鼓励员工资助非营 

利慈善事业。其中以谷歌为代表的每

年第四季度由公司出资给每个员工四

百美元用于捐助慈善机构。同时如果 

员工自愿出资捐助，谷歌还提供额外

至少一比一的配捐。 

 

Meta  Facebook 更名为 Meta 之后，

仍然每年支持慈善捐款活动，而且没

有任何费用。 

AmazonSmile  首次选定慈善机构为

树华后，Amazon 会自动捐每笔消费

额的 0.5%给树华，无需额外花费，

购物的同时资助了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顺便我提供一个数据点，至 2021 年

12 月底，树华在前三个平台共筹得

超过六万六百多美元的净捐款。借此

机会感恩在疫情期间高通胀及全球各

种不确定因素下仍然支持树华教育基

金会的各位捐款人，感恩我在金融行

业和树华筹款部的前辈和捐款人许爱

华女神，感恩树华全体前辈义工们。

筹款部有今天的成绩都是团队合作的 

 

结晶。作为树华年纪最小的义工，感

谢姐姐哥哥们的一路支持鼓励。很荣

幸为树华大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自云南金桥幼儿园的感谢信 

 

尊敬的树华教育基金会的各位义工领

导，及各位资助树华的爱心人士与老

师们： 

大家好! 

我是会泽县大桥乡金桥幼儿园法人代

表胡文芬。金桥幼儿园在您们的资助

下，孩子们在老师的精心哺育下，正

在逐步茁壮成长。我谨代表金桥幼儿

园全体教职员工及孩子们，在此向各

位真诚的说声谢谢！     

 

大桥乡位于云南省会泽县西北部，距

县城 38 公里，海拔 2532 米，是一个

典型的偏远高寒又贫困的山区，人民

平均收入较低，是会泽县生活条件最

艰苦，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

乡镇之一。自 2006 年金桥幼儿园开

办以来，我们不断更新思想、改变观

念、希望尽可能地把幼儿园的工作做

好。一切以孩子们为核心，坚持以提

高幼儿的素质为办园方向，建设一支 

爱岗敬业、热爱幼儿、努力创新、以 

身作则、为人师表的教师队伍。努力 

办成有特色保育、教育质量双高的农

村幼儿园。 

 

 
但由于历史和地域经济等主观原因，

我们乡的学前教育落后，校舍陈旧、

设施设备不足、师资薄弱等问题依然

是我们的痼疾。也有部分家庭经济条

件比较困难的孩子还上不了学，制约

着我们教育工作的推展。在这种艰困

的情况下，是树华教育基金会及时雨 

 

般的奉献无私大爱，伸出温暖的援助

之手，仅 2021 年就向金桥幼儿园一

次性地资助 21 万人民币。援建现代

化的幼儿厕所，扶持 48 名幼儿学费，

同时又对教师给与补助，改善伙食提

高幼儿营养。这真是雪中送炭，为我

们金桥幼儿园的发展带来蓬勃的生机! 

 

“帮助有限，爱心无价，传递真情，

精神永存!”这是一份(大爱无疆）精

神的使然，是一颗无言但执着的中国

心！如今在幼儿园可以看见孩子们相

亲相爱，真诚而且彬彬有礼。在户外

场地有孩子们活泼快乐，奔跑撒欢的

身影，因家庭贫困无法就学而满山乱

跑的泥娃娃，已大大减少。有人说，

教育是一颗心撼动另一颗心的事业，

您们的善举真切地诠释了这个道理，

也鼓舞並激励着我们所有老师们更加

兢兢业业，本著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的理想，认真教书，并带着孩子们勤

奋刻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

是一场爱心的接力赛，这是一种精神

的传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直

到永远„„ 

 

 
大桥乡金桥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这里也分享一个好消息，去年 10 月

金桥幼儿园被政府认定为普惠性幼儿

园。今年 2 月金桥被入选争创“互助

共学、共同进步”示范单位。这是全

体员工師生努力的结果，中心校领导

明确表示下一步要让村完小的幼儿园

老师来金桥幼儿园学习交流。目前金

桥的教學环境在全乡是最好的，校 

園干净卫生，厨房虽小但井井有条。

金桥的今天离不开树华基金会和善心

捐款人士的关爱与支持。我们一定会

继续管好、用好每一笔树华善款。您

们的爱心行动，意义远远还不止在你

资金援助上，更重要的是在于对我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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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精神上的鼓励和鞭策。面对您们

的爱心和善行，金桥全体师生向您们

表示崇高的敬意。 

 

感激的话儿永远说不完，诚挚的真情

永远道不尽！大山深处的我们与大洋

彼岸的您们一脉相连，再次真诚地感

谢您们的资助！谢谢您们的关爱！最 

后，我们衷心地祝福树华基金会的全

体义工以及捐款人工作顺利、身体健

康、平安快乐、万事如意! 

      

   金桥幼儿园法人代表   胡文芬 

 

    

   

 

IT 部的树华情愫 

IT 部 郭丽春 

 

春暖花开，终于看到新冠疫情终结的

曙光了。想到不久我们就又能回归正

常生活，延续疫情发生之前在树华办

公室滿是活力与欢声笑语的日子，心

里就暖融融的。 

 

最近，令人有些许失落的是，继 IT

部的金大飞搬离湾区乔迁洛杉矶之后，

吴健也要落户到洛杉矶了。不舍之余，

过去几年 IT 部门一起奋斗的的点点

滴滴，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

现在眼前。非常怀念每逢周五 IT 部

值班日，吴健总会用他的博学，轻松

与幽默，为 IT 部枯燥的工作带来欢

乐。感激 Cupertino The first 

republic bank 为 IT 部提供免费的

高级办公室，可以在除周五之外，聚

在一起一边高效地编写程序，一边喝

又香又醇的免费咖啡。也难忘每个星

期五义工们一起共进午餐，鸡鸭鱼肉

大快朵颐为我们带来的满足感。更加 

难忘大伙儿没日没夜，一起做码农的 

酸甜苦辣。 

 

虽然利用 zoom，我们无需见面，疫

情期间乃至今后在线上就可以完成几

乎所有的工作。但是缺了现场人与人

的交流和氛围，感觉差了很多。 

 

2 月 25 日，IT 同仁们来到我们从前

解馋的薰衣草餐厅，进行了疫情爆发 

 

后两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欢送聚餐。

杯觥交錯之间，我们彷彿又回到昔日 

的快乐时光。 希望大飞，吴健和燕

君在南加享受天伦之乐，生活愉快！

北加南加相距不远，殷切期盼南飞的

雁儿们将来重返湾区，临时或永久地

回到树华家里，再一起快乐地进餐，

一起做快乐的义工。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有离别的伤感，

也有新朋友到来的快乐。IT 部热情

欢迎顾晓东博士一起参与网站开发和

维护工作。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我

们的团队。 

 

无论是近在眼前还是远在天边，无论

是已知的过去还是未知的將来，无论

时光如何穿梭，树华前辈矗立的典范

不会变，我们追求的初心也不会变，

一日树华人，终生树华人！为帮助中

国贫困地区的莘莘学子们，我们共勉、

加油！ 

 
IT 部聚会 （右一为吴健） 

 

 

 

我心中的李自端老师 

刘羽华（ID：710055） 

 

从 2002 年到 2021 年，19 年光阴！

感恩遇见！李自端老师是我的树华辅

导老师，也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引路

人！如今她已离开我们，但是关于她

的故事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2001 年，我小学毕业，父母瞒着我

在村里东借西凑了 3000 元，把我送

进乌丹镇最好的初中就读。2002 年，

在班主任的争取下我获得了树华奖学

金的申请名额，并顺利通过审核，幸

运地成为树华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学生。 

 

 

初中每年可获得 680 元奖学金；高中

每年 2400 元。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

很多，生活状况也渐渐变好。就这样， 

在树华的关爱和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

初中和高中学业！ 

 

树华为受资助的学生推荐辅导老师，

于是我才有幸认识李自端老师。那时

还没普及电脑，也没有手机。我们通

过写信进行交流，还清楚地记得收到

李老师第一封来信的情景，白色的信

封，上面的英文地址，还有漂亮的邮

票！捧在手中，如获至宝！然后迫不

及待地拆开它，取出里面信纸，信的

内容是繁体字，字迹工整清晰。李老

师在信中作了自我介绍，同时也问了

一些关于我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问题。 

通过一封封书信，我们彼此加深了解

并逐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因为不能

见面，所以特别想知道李老师的样子！

也常常在脑海中想象她的形象，后来

我们通过邮寄照片才对彼此有了初步

的印象。这些照片和信件至今都还保

留着，每次翻看都会勾起很多回忆。

我也从李老师的来信中受到鼓励和教

导，她曾说要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还说出门旅行要随身带着笔和纸；她

还说有错能改，善莫大焉等等，这些

道理简单朴素，却终身受用。 

 

2008 年我顺利考入大学，从内蒙古

来到美丽的青岛，就读于青岛理工大

学土木工程系工程管理专业。我有了

自己的手机。我与李老师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和手机联系。通讯方式的进步

使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方便，

以前写信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寄到对

方，使用电子邮箱我们就可以随时联

系了。沟通起来更加灵活和自由，这

种交流方式又进一步拉近了彼此之间

的距离，我们之间已然有了一种亲情！ 

 

为了供我完成大学，父亲开始去外地

打工，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在工地

上做瓦工；母亲白天干农活，晚上回 

家给村民理发挣钱。我在学校也勤工

俭学，劳动节、国庆节小长假也会去

校外的工厂打短工。然而事情的发展 

总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包工头意外身 

亡，父亲辛苦大半年工钱都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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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老师与我母亲取得联系，慢慢

地对家里的状况有所了解，安慰母亲

要一切向前看。并表示愿意通过树华

基金会的名义帮助我完成大学学业。

母亲听了之后感激得流下眼泪，并叮

嘱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要好好报答李

老师。李老师通过树华基金会给予我

每年 1000 美金的资助。这对于我们

而言真的不是小数目，母亲说一定要

把钱保管好，要用在刀刃上，花在什

么地方要向李老师说明！我按照母亲

说的去做，把钱存起来，每次用钱都

会记账。 

 

2012 年 7 月我顺利毕业，踏入社会。

父母为我感到高兴，李老师也发邮件

祝贺我！此时，我们一家与李老师已

相识整整 10 年！这十年里，李老师

像一座伟岸的灯塔，在黑夜和风雨中

为我们指引航向，照亮前路。是我们

一家最为敬重的人！2016 年我辞掉

工作，为了节省花销我离开青岛回到

老家准备考研。不巧的是母亲的右腿

因为理发长时间站立，也产生关节劳

损，需要休养和治疗，父亲在外打工

收入也并不稳定。得知家里的情况后，

刘奶奶（刘素真，树华基金会的甄选

委员）为父亲介绍了一份工作，安排

父亲进入当地的养猪场工作。李老师

说因为离得太远，只能在经济上帮一

帮，这些钱就当作结婚的份子钱了。

李老师的话让我特别的感动，同时也

感觉受之有愧。我打算只收一半作为

份子钱，剩下的一半将来还是要返还。 

 

好消息传来，李老师决定来中国。我

和父母都特别的高兴！6 月 1 日我和

母亲早早地来到北京首都机场。6 月

2 日中午我们便回到乌丹。此时刘奶

奶、孙老师还有父亲已经在家里等候

多时。打开门的一刻，屋里的平静瞬

间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欢声笑语。 

刘奶奶紧紧握住李老师的手，欢迎她

不远万里，克服旅途的辛苦来到中国， 

并对她资助中国学生的善举表达敬佩

和感谢！孙老师也问候她，代表乌丹 

镇第三中学感谢李老师对贫困学生的

经济资助和生活辅导，使贫困学子有 

机会走出乡村，改变命运。并希望她 

的中国之行过得愉快和充实！我为李 

 

 

老师安顿好房间和被子，此时家里已

被谈笑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还有饭

菜散发的香气充满！好似过节一般。

原计划请李老师去外面的餐馆吃饭，

还计划去玉龙沙湖玩一玩，可是都被

李老师拒绝了，她说最想去我们的老

家看一看。于是我和母亲就陪同李老

师来到我的老家--翁牛特旗花都什农

场，来到我们曾经住过的红瓦房，那

是父母用一砖一瓦自己盖起来的房子，

也承载着很多难忘的回忆。李老师对

村里的风貌似乎很感兴趣，一路上边

拍照边聊天，被这些从未看到过的事

物吸引着。也深深地体会到村里人的

纯朴和实在。 

 

此后，我们和从前一样保持着联系，

得知李老师突然离世的消息后，我和

父母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不愿接

收这样的结果。也许这就是最真实的

世界，很多事情并不是按照人的意愿

去发生。我们只能接受它。我们能做

的，就是守护好这份沉甸甸的爱！以

她为榜样，怀着感恩之心继续前行，

传承她的爱心和奉献精神。 

 

 

 

写给树华诸公的心里话 

07 级树华校友  张莉 

 

求学 24 个年头，人生 30 年，褪去懵

懂的那些岁月，有智以来的所有时间

几乎都在校园里度过了。2021 年博

士毕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虽然还

不到年纪，然我总爱回忆来处。近十

几年一直在城市生活，可记忆里熠然

清晰的还是那个小小的村庄，彷佛仍

能闻到四季的味道。家里虽然穷，但

父母还是使劲供着上学，贫穷的滋味

有时呛得人流眼泪，希望里又夹杂着

不甘，虽有千千结却幽闭难安，少年

心性欲语还休，时而与好友倾诉，可

得一时平静。 

 

后来接触到树华，并结识到当时的甄

选委员——杜献文爷爷，在艰难的高 

中岁月，心里感受到很多温暖。爷爷 

一直将树华诸公的愿景带给我们，也 

 

 

 

告诉我们他多么珍视与树华的缘分，

从一封封来往不辍的书信中，我对树

华的了解越来越清晰，她对奖学金的

性质界定，周到而细腻地呵护到每位

树华学子的感情。树华奖学金全部由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奖学金的管理、

申报、遴选、发放全部由义工完成，

内部事宜繁琐费时，但义工老师各司

其职，井然有序，令人肃然起敬。甄

选委员不仅要费时费力费钱地考察走

访，还要担任心理老师的角色，沟通

每位学子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况，

不仅当时受益良多，现在想想更为触

动。在外读书的贫穷孩子得到的关爱

和资源都不是很好，处于青春期，心

智还不成熟，很多问题都需要引导，

我记得自己好多次撑不下去的时候，

看到杜爷爷写的信心里就重新燃起动

力，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在默

默关注我，而我不应辜负这份爱。如

今长大，再回忆这些细节，内心仍久

久不能平静，自己是遇到了一群多么

有爱的人。 

 

爷爷曾很自豪的向我讲过树华的标志，

一本书和一支笔，如同飞翔的大雁，

配上她的英文名字，颇有寓意。在我

心里，树华是教育的另一个代名词。

如今走上工作岗位，耳濡目染下内心

仍知道自己该如何对待这份工作。高

校工作除了教学，其他任务也很繁重，

但备好每节课仍是我最看重的，站在

讲台上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心

里想着，老师讲的内容不应仅仅是知

识，而更要是一种态度，就像那本书

和那支笔的姿态一样，就像那火苗的

温度一般，那是一种内心超脱自由的

象征。我想自己的这个认识无形中受

到了很多树华人的影响。 

 

2018 年爷爷去世，对我影响很大， 

我总想起他的话，他说树华让他的晚

年充满意义，让他的内心无比富足。

爷爷离开后，家人杜渐叔叔和红霞阿

姨承其志愿，成为了树华义工。他们

让我知道，我们得到那么多爱，是要

做些什么的。不是仅为了报答，而是

一种精神传递，不然，怎么好意思提

起这么多可爱可敬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