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季
第十六期

智行基金会
同心协力
帮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
活动预告

展艺抒情˙共聚苏州

2010年7月16日至21日，智行将在苏州举办“展艺抒情˙共聚
苏州”的游学筹款活动。届时将会有来自香港及海外的学生
与智行资助的孩子共同参加艺术活动，互相交流学习。
2009 艺术营集体创作

展艺抒情˙共聚香港

2010年8月4日至8日，智行在香港举办首届摄影艺术夏令营。此活动欢迎香港及海外的学生
参加，与受智行资助的学生一起学习、讨论和交流摄影技巧，同时学生们也会借此机会了
解艾滋病在内地的情况。

月饼义卖
2010年6月底至9月，智行将在香港举行月饼义卖，详情将于近期公布在智行网站上，欢迎
关注。

华中地区冬季送温暖
2010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初，在受智行资
助大学生的帮助下，智行基金会为受艾滋病影
响的家庭发放了棉被和春节慰问金，以确保他
们能够度过一个温暖而愉快的春节。此次活动
共为 1000 户家庭送去了棉被，为 204 名特困学
生送去了慰问金，为成绩优异的 90 名学生发放
了奖学金。
智行基金会正在发放棉被

香港马拉松比赛
学生们于凌晨三
点在香港地铁站
内合照

2010 年 2 月 28 日，七名受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大
学生在香港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他们在凌晨三点便起
床，然后与其他参加 10 公里竞走的健儿会合，并在
黎明前的一小时内完成了比赛。接下来在香港的活动
也让学生们既兴奋又感动。维多利亚公园的活动让他
们大开眼界；在香港迪斯尼的慷慨赞助下，学生们在
迪斯尼主题公园内玩得十分开心且非常享受在园内的
每一刻；他们观看了剧场演出和烟花表演，体验了过
山车及在美国小镇大街上购物的乐趣等等。学生们一
直到乐园的开放时间结束才尽兴而归。此外，大学生
们借香港之行的机会还与一些智行的支持者们交流，
参加慈善聚会，参观其他公司的办公室，接受媒体访
问并与香港当地的学生交流与分享。学生们还与智行
的支持者们一起参加了在 DiD 会场由“黑暗中对话
（DiD）”慷慨赞助的慈善活动。大家在完全黑暗的环
大家准备出发 境中经历了一次非常有启发的旅程。

智行西南地区首次冬令营
2010年1月26日至31日，19名西南地区受智行资助的
中小学生来到昆明参加智行基金会西南地区的首次冬令
营活动。
短短的几天里，学生们不但逛翠湖喂海鸥、游览野
生 动物 园 ，还 参 观了 东 方航 空 昆明 维 修基 地、 邦 克饭
店、家乐福等一些在昆明知名的企业。学生们了解到这
些企业先进的运作模式及企业文化，并且在参观邦克饭
店和家乐福的过程中亲自动手制作了生日蛋糕和肉松面
包。志愿者带领学生们参观了历史悠久的名校——云南
大学。在了解过校园文化、分享了学长们的校习经验之
后，学生们参加了一节有趣的泥塑课，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每个人都制作了一份充满想象、妙趣横生的泥塑
作品。除此之外，学生们还参加了拓展训练，学习跆拳
道、英语和画画，并观看了热映3D版电影《阿凡达》。
1月31日晚，各位同学在不舍中离别，冬令营活动正式
结束。
在此感谢以下爱心企业和单位对昆明冬令营的大力

“智·勇同心”庚寅年慈善筹款晚宴
2010年3月3日，热心支持智行基金会工作的白先勇教
授在铜锣湾香港世界贸易中心会再次与智行携手，共同主
持“智·勇同心”慈善筹款晚宴。

支持。家乐福、邦克饭店、云南野生动物园、东方航空
昆明维修基地象昆明交通指挥中心、新东方学校、福林
堂、同立艺术学校、昆明黑带精英跆拳道馆、环银国际
电影城及科普乐园。

多才多艺史智行志愿者们再次在会场的布置上显示出
他们的专业才华：背景幕布上的戏曲人像及小孩照片 现
出白教授与昆剧及智行的紧密联系,刘浩贤老师用优美的书
法在团扇上标记出每一桌的名字,配合著名画家奚淞老师的
三幅雅致观音画像作为点缀,使会场显得更加典雅祥和。
晚宴的节目也充满了艺术气息。先有“牡丹亭”精彩
片段的回放,接着是王梓静老师的琵琶演奏(在此鸣谢香港
中乐团),其精湛的技艺赢得了到场来宾热烈的掌声。
晚 宴 由 黄 灌 球 先 生 的 全 权 赞 助 , 同 时 由
AmorepacificHKCoLtd.,MoetHennessyDiageoHongKong,P
anaceaPublishingAsiaLtd.,3J's(HK)Ltd.和余志明先生
等多位爱心人士义卖珍品及此次晚宴入场券的赞助,智行
资助的三位大学生也代表所有接受智行帮助的的儿童向
所有来宾表示感谢。当晚所筹资金足以资助三千名小学
生接受一年校校教育。晚宴取得圆满成功，所有嘉宾都
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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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四川抗震救災

△ 可爱的冬令营营员们

梁玳宁女士纪念晚宴
智行基金会于2010年1月8日举 行了名为“情系玳
宁”的晚宴,以纪念在2009年11月1日去世的智行志愿者
梁玳宁女士。
梁女士是全球首位获得“世界杰出青年”的华人女
性，她以作家及美食家著称。乐于助人的梁女士在过去
数年里，一直大力支持智行经金会史工作。此次晚宴由

△ 杜聪、智行志愿者/员工及智行资助的学生

白教授、奚淞老师、杜聪及智行志愿者合照

一位爱心人士赞助,让认识梁女士的志愿者及朋友们一起
抒发对她的怀缅之情。
梁女士交游广阔,席间播放了各界登载在报刊上怀念
她的文章,以及由她发起的“智爱大行动”的活动片段,并
邀请梁女士的各方好友分享他们与梁女士交往的回忆,点
点滴滴中显示出这位爱心天使如何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
这次温馨的聚会在陈研
妙的 声中
。
亲 的笑容及
助人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
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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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大学生创业培训
2010年2月1日至6日，在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智行第二期创业培 在郑州
的大
举行，34名培训学员全部获得毕业证书。参加大学
生创业培训具有重大意义：一为学员提供求职或创
业的方法和建议；二为智行培养社会企业的骨干，
成为自主创造财富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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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老师、智行员工与全体学员合影

大学生感言

“迎新春”智行联欢会
2010年1月至2月初，在大学生面试的各个地点
智行员工与受助的学生们举行了“欢度春节联欢
会”活动，共有近200名学生参加。值得一提的是
杜老师专门为20名感染儿童举办了“庆新年、庆
生”活动，并致以新年祝福和分发新年礼物。

△ 杜聪、智行员工与感染儿童一起合影

玩具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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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4日，P
的设计师G
Leung在上海莫干山路的罐子书屋，举行了一场
限量版设计玩具义卖活动，并将拍卖所得全部捐
给了智行基金会，以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完
成学业。

 u接受智行基金会的致谢礼物。

△ 图为设计师Glo

香港马拉松感言
小董（Daniel）

为期一周的香港之行给了我深刻的启迪
和美好的回忆。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无法
遗忘，只好用来收藏。
我很感谢此次同行的5位团员对我的帮助
和鼓励，让我有勇气去面对一次次困难，并且
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几个男生在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始终不
离不弃，互相鼓励着并几乎在同一时间跑完了
十公里。我也特别感谢智行提供这次机会，让
我又一次去高难度地挑战自己。这是我生平第
一次完成十公里的跑步，我为自己能够完成这
样的挑战感到高兴。在马拉松之前，我们几个
都信心不足，从早到晚的谈论都是如果不能完
成该怎么办。在马拉松当天，我们很早起床，直
奔起点，合影留念后便开始了我们的征程。马
拉松之后，我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了，更加相
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团队的合作精
神是我们成功的基础，这也是我在活动过程中
得到的总结。其实给队友一个微笑、一个鼓励
的手势也是团队精神的表现。只要我们认真、
努力去做，任何挑战和困难都会向我们低头。
这次去香港的最后一天晚上，Leon、
Aaron、鸽子和我第二批回来的四个人都参加
了“智行基金会‘智·勇同心’庚寅年慈善筹款
晚宴”活动。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深感智行筹
款的艰辛，深知杜老师和智行的工作人员以及
智行的志愿者为了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所做的
工作的不易。当然还是有很多热心公益事业的
慈善人士给予了智行，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
支持和帮助，从内心里感觉到他们人格的伟
大，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这次香港之行尤其是参与马拉松活动给
了我太多的感触。曾经的我有那么多希望与失
望，那么多等待与无奈，那么多迷茫与不安，那
么多忽视与冷漠。当经历了煎熬与憔悴，痛苦
与磨难，人会更加的坚强，知道该追求什么，舍
弃什么。一段时光，收获了无数的友谊，让我一
生难忘；一次培训，得到了深刻的启发，使我一
世受用。

志愿者分享

我的志愿者工作分享

智行志愿者周汶娴女士

很喜欢以下一首诗，和各位分享：

孩子从生活中学习
Dorothy Law Nolte
在批评中成长的孩子，学会怨天尤人。
在敌意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争强斗勇。
在恐惧中成长的孩子，学会惊惶忧虑。
在同情中成长的孩子，学会自怜自艾。
在嘲讽中成长的孩子，学会消极退缩。
在嫉妒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猜忌多疑。
在羞辱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心虚愧疚。
在鼓励中成长的孩子，学会自信果断。
在宽容中成长的孩子，学会耐心坚韧。
在赞美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心存感恩。
在接纳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广施仁爱。
在嘉许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爱人爱己。
在欣赏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志向远大。
在分享中成长的孩子，学会慷慨无私。
在诚实中成长的孩子，学会真诚处世。
在公平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公义无私。
在善良体贴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尊重他人。
在安定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信任自己和他人。
在友善中成长的孩子，学会世界是人间乐土。
几名受智行资助的大学生来到香港出席慈善晚宴，当
他们和到场嘉宾交流并谈到他们在智行帮助下有何转变，
以及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同桌一名嘉
宾说：“这些孩子非常阳光，而且说话有条理、也充满自
信，
港学生都还远不及他们。真难想象他们曾有那
么不幸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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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华中地区第二次大学生面试
2010年1月至2月初，智行基金会进行了华中地区第
二次大学生面试（首次面试于2009年8月底完成），共
有158人参加。截止到2010年2月初，智行资助的大学生
已达到600多人。

“先施”110周年纪念活动
2010年1月7日，先施公司在庆祝其110周年纪念日
上拍卖了12幅由智行资助的艾滋孤儿所画的作品，并将
拍卖所得收益全部捐给智行。先施公司将把这些画刊登
于其2010（特别版）年历中。

“科劲”30周年纪念晚宴
2010年1月8日，科劲发展有限公司在其30周年纪念
庆祝晚宴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介绍了智行的工作。
许多宾客都深受感动，当场便为智行做出捐赠。

“金至尊”分店开幕及捐赠
2010年1月20日，金至尊珠宝（香港）有限公司位
于澳门威尼斯人大运河购物中心内的分店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开幕仪式。为庆祝这次盛典，“金至尊”向智
行做出捐赠，由智行的亲善大使李徐子淇女士代为接
受。

右思维幼儿园慈善义卖会
2010年2月7日，为了鼓励学生及家长参与公益事
业 ， 右 思 维 幼 儿 园
（ RM K G ） 在 其 位 于 海 怡
半岛的校园举行慈善义
卖会，并深入了解了智
行基金会的工作。虽然
整个下午都下着滂沱大
雨，但智行的志愿者在
义卖玩具的过程中仍得
到了许多好心的学生、
家长及老师的支持。

听后，我不禁为智行的工作感到骄傲。这些受艾滋病
影响的儿童要从忧郁无助的深渊中走出来，迈向阳光大
道，是多么的不容易。而这正是智行的目标：不仅给予这
些儿童金钱上的帮助，更要为他们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环
境，让他们感受到关怀、友爱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学会
该如何生活，从而有更丰富的人生。

温哥华慈善晚宴
2010年2月27日，智
行加拿大分会在温哥华明
月海鲜酒楼举行了慈善素
菜晚宴。该素菜晚宴得到
了大家的积极参与，主办
方在晚宴中分享的理想和
目标也得到各位参与者的
认同和支持。

在众多的慈善团体中，我选择成为智行的志愿者，因
为我认同这一目标。这个目标看似很艰难，但可从一个亲
切的笑容、一个热情的拥抱或一些鼓励的话语开始，这些
都是你我制而易举能够做到的。

联络我们
地址：香港中央邮箱3923号
电话：（852）25170564/ 010-58208559
传真：（852）25170594
电邮：info@chihengfoundation.com/ Beijing@chiheng.org
网站：www.chfaidsorphans.com

关于智行
智行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慈善机构。自2002年
起，基金会的艾滋孤儿项目累计为华中10,000多
名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提供教育和关怀。仅需250
港元就可以支付一名小学生全年的上学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