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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

愛的使者—記趙先生夫婦探訪雲南麻風康復村

聖恩事工所探訪的宜良羊圈溝等9個康復村117名康復者都得到了透明魚基
金會趙先生夫婦的幫助，透明魚基金會通過聖恩先後為他們解決了進出康復村
的交通工具、修建太陽能淋浴間、不定時購買大米、衣物、藥品幫助這些康復
者。透明魚基金會的支助讓康復者得到了極大的實惠。
聖恩在 10月中旬得知趙先生要來昆
明處理公務，會盡可能地安排時間探訪
雲南的麻風康復村。聖恩志願者們提前
制定了探訪的路線，由於時間的關系暫
時選定了離昆明較近路況相對好一些的
宜良縣羊圈溝康復村。即使是最近、最
便利的羊圈溝康復村，還是需要走下公
路，拐上兩百米左右的羊腸土路，如遇
雨天則一片泥濘，車輛就無法行走。10
月22日上午10點多鐘順利來到了羊圈溝
康復村。聽見車子的聲音，康復者們出來迎接趙先生夫婦一行。他們非常迫切
的想知道，能夠如此充滿愛心無私捐助錢財幫助康復者的趙先生夫婦是什麽樣
的人。
趙先生夫婦對康復者非常關心，在梁萍
的陪同下與大家見面，還特地與康復者吳
平喜問好，恭喜他有一個考上大學的孫
女。老吳也非常感謝透明魚基金會以及趙
先生夫婦的幫助，他還代表孫女吳海艷向
趙先生夫婦表示感謝。趙先生還專門與寶
才的爺爺交流，因寶才兄妹在上學沒有見
到趙爺爺和奶奶，這讓寶才兄妹非常遺
憾。。
趙先生夫婦關心康復者們的健康尤其
是殘疾嚴重的康復者的生活問題，他在
梁萍、康復者老吳的陪同下查看了康復
者飲用水水池，希望聖恩能夠借鑒太陽
能淋浴間抽水的經驗解決康復村裏廁所
的沖洗問題，讓康復者們的生活環境也
變得乾凈整潔。趙先生夫婦還對去年透
明魚基金會以及美國志願者們修建的太
陽能淋浴間進行檢查，並與梁萍在淋浴
間前合影，鼓勵梁萍繼續為康復者做更多的好事。

聖恩—關愛麻風事工一深入雲南的麻風康復村，
為這些最需要幫助而又被社會遺忘的人提供醫療及
生活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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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2

圖一：執行項目方案，深入農村諮詢

我們一路同行

圖二：透明魚支持，在四川農村開展親子教育活動

我的“周老師心理健康咨詢室”成立多年，主要面向農村婦女開展義務咨詢服
務，一直靠國外的基金會支持。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結識了趙修平夫婦基金會，
僅僅很短的交流後，就由互動夥伴上升為合作夥伴。在這個過程中，是愉快並充
實的，不僅對公益事業的雙方有了新的認識，也提高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1、一切都是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下的。當我成為合作夥伴後，很快資金就一次
性到了我的賬戶上，並且在資金的使用上，根據我的具體情況給與相應的調整空
間，這種信任，是一種難得的尊重，是一種平等，讓被資助者產生一種責任感，
對於資金的使用、具體工作的策劃，都會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
2、無論是趙氏基金會的領導還是透明魚的工作人員，都和家人一樣在一個平臺
上互動探討，相互理解支持，及時給與被資助人關註和肯定。在寫博客、填報表
方面，具體的工作人員會不厭其煩耐心指導，讓被資助對象有一種“在一起”的
感覺，工作苦了、累了、孤單了，和這
些家人聊一聊，寫上一篇博客，會獲得
一種被理解被接納的親切感；
3、在財務透明、季度報表方面，網上
操作有專人指導督促，清晰、簡捷、方
便，而財務的透明，既公開接受監督，
又給了被資助人很大的信任，如不用寄
回原始髮票（但必須自己保存好以備後
需）、對所開展活動不做具體考察（基
本上靠我專門博客描述活動進展）等，
這在我多年被資助的歷程中是絕無僅有
的，這種信任，一般很難做到，這樣的錢
圖三：在美國與趙修平先生夫婦及阮主任見面
花得聖神而真誠，是一種良性的互動。
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才不愧為壹個公益人！感謝趙氏基金會！感謝透明
魚！願與妳們壹路同行，為中國的老百姓做些好事、善
事！
周永紅心理咨詢中心一願每一位農村姐妹都能夠幸福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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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輪椅

故事 3

豫殘聯盟攜豫殘聯盟公益廣
告中心部分殘友在新鄉原陽志
願者的帶領下，來到封丘應舉
鎮西辛莊村獨自一人生活的困
難殘友劉紹中家。
聽村民講劉紹在他三歲那年
不小心被大火燒壞了一條腿，
在搶救無效的情況下被截肢，
五歲那年與他相依為命的母親
也去世了，從此就開始了他的
吃百家飯穿百家衣的日子，誰
知屋漏偏逢連夜雨，腿疾加重
竟然又長出來個瘤子，不得已
又給做手術繼續截肢，導致了徹底不能走路的狀態。
今天豫殘聯盟聽說了他的事情，親自到他的家中送上了有透明魚基金會捐助並購
買的輪椅，來改變他的生活現狀，來之前就聽說他的腿還在恢復中，袁海軍就給他
帶來了治療傷口的軟膏和藥粉。隨行的殘友王雲峰看到困難現狀，以豫殘聯盟的名
義捐款500元。
劉紹高興壞了，他說非常感謝殘友的幫助，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都會堅強的生活
下去，說著開始試著使用輪椅，也許從沒使用過的緣故，手有些亂。

臨走時袁海軍告訴記者，這是豫殘聯盟送出去的第72輛愛心輪椅。這項送輪椅
活動不管遇到什麽困難都會堅持下去，同時也希望大愛媒體和愛心人士多關註這個
弱勢群體，畢竟殘疾不是他們的錯，他們也渴望去融入社會，體現自身的價值。

豫殘聯盟一引導殘友走出自閉、鼓勵殘友自信
自強、對外交流。努力實現以殘助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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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4

小紅巾在雲南的第一個孩子—蓉蓉

雲南省是中國另一個既貧困又是小兒先天
性心髒病高發的省份。
今年（2014年）小紅巾開始在雲南省開展
試點項目，這項目將透過與UC爾灣分校的博
士Detrano和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合作，
给云南省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提供手术治
疗，并同时在云南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新生儿
预防试点项目——这是走出小儿先天性心脏
病预防治疗的重要一步。
年9歲的蓉蓉是麗江納西族，來自那個有
著古老東巴文化和神秘雪山的地方。看到蓉
蓉的第一眼，就被她的笑容和活潑感染了，這哪裏像是個先心病的小病號呀？蓉蓉
爸爸說，蓉蓉成績很好，上個學期考試還得了班上的第一名。說話間，這位父親眉
眼裏流露出一絲帶著慈愛的驕傲。蓉蓉直到他們從村衛生所的醫生那裏得知中加-小
紅巾計劃能夠資助孩子先心病手術的費用，才提出了申請，並向親戚借了2千元路
費，來到昆明治療。
2014年9月16日，蓉蓉父女很早就到了醫院，做完了入院前的彩超檢查，安排給
他們的病床卻還沒騰出來，但他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不耐煩，微笑始終掛在臉上。
在等待病床的午後，蓉蓉終於因為旅途和一上午排隊檢查勞頓，枕在爸爸膝上睡著
了，爸爸怕驚擾女兒，始終保持一個謹慎的坐姿。陽光從身後的窗外灑進來，那一
刻，內心很感動…… 貧困、疾病、家庭的不圓滿，其中一項就有可能擊倒很多人，
但我眼前的這對父女，在經歷這一切後，依然保持著內心的平安與愛，難能可貴。
2014年9月18日，手術安排在入院第三天，蓉蓉排隊比較靠前，中午12點不到，
手術就順利完成了，我在電話裏向蓉蓉爸爸
詢問情況時，能聽出這位父親的欣慰與高
興。2014年9月19日，去探訪術後的蓉蓉，
她瘦小的身體讓病號服顯得過於寬大 。2014
年9月22日，術後第三天，蓉蓉就要出院
了。我看到她時，她已經能下地活動自如。
蓉蓉自己寫了“謝謝”，感謝所有援助她此
次手術的人士。背景裏，他的父親如釋重負
地躺著，默默註視著自己女兒的背影……
蓉蓉是小紅巾在雲南資助的第一位先心病
孩子，她的樂觀和堅強讓人感動，而她與父
親彼此間深厚的愛，更讓我們相信，今後無論遇到什麽困難，他們都能一一化解，
衷心祝願這位可愛的小姑娘，從此擁有更加健康明朗的未來。

小紅巾聯盟一- 致力於為農村孤貧先心病患者家庭提供手術費
用，並尋求最專業的醫療服務團隊和最好的醫生為患兒提供手
術治療的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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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5

三年，用一顆青春的心堅持在義工路上

三年了，他們風雨無阻，三年了，他們
不忘初心，在一張張青春的面龐下面照
應著一顆顆勇於奉獻的心！
10月10日一大早，簡藝髮義工理髮
隊的負責人帶著店裏的12位理髮師又一
次來到了我院，老人一見他們的到來，
總是喜笑顏開！身體方便一點的老人自
己走到現場，一遍剪髮一遍和理髮隊的
師傅們聊天，享受著這群富有青春的孩
子帶給他們的那一份溫馨！等為現場的
老人理完頭髮，理髮隊成員一個房間一
個房間的穿梭，為那些身體不便的老人
理髮。同時，趁著重陽節來臨之際，這
些用心的孩子們湊錢為每一位老人提前帶
來了小禮物並親自送到了每一位老人的手
中，雖然只是一條普普通通的毛巾，但卻
換來了老人們和藹釋然的微笑！
“這些小夥子、小姑娘已經堅持了近三
年，每月都會來一次，為這裏的老人免費
理髮。一個人做一次義工容易，但要長期
這麽堅持下來，不容易呀。還有，他們走
的時候地上都收拾的幹幹凈凈，從來不會
留下一絲頭髮，每次都讓我很感動。”我
院的熊爺爺情緒激動的說：“我覺得我每
次來到我們院為老人理髮都感到無比的開
心，因為和他們在一起能夠從他們身上學
到很多東西，比如對生活的積極態度，良
好的心態等，他們都是智者。”義工隊的
負責人田先生說。“看看，這是小姑娘剛給我理的，讓我一下子精神了好多。人老
人，走不動了，要不是他們這些好心人來給我理髮，我都不曉得該怎麽辦，真好，
還有他們在！”70多歲的劉婆婆，對著鏡子摸著自己剛修剪過的頭髮，看得出心底
的喜悅都顯露在臉上，自己好像又年輕、好看多了。臨走前，一件小小的花絮，感
動了我！一位老人理髮頭髮回了房間，拿出一個蘋果硬是塞到了一直為她理髮的小
姑娘手中：一個幹癟髮蔫的蘋果，一種難以言表的感激！

重慶心悅老年社工服務中心一為空巢老人同，提
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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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6

術後三個月來復查的紅艷

2014年3月20日，紅艷出院回家了，
醫生囑咐要在術後一個月和三個月的時
候分別來做一次復查。昨天紅艷的表姐
帶紅艷來蘭州復查了，是術後三個月的
復查。周四正好是張希平主任在心外科
做彩超，他可是甘肅做心臟彩超的屈指
可數的專家啊。
如果說第一次來醫院做彩超時紅艷還
很膽怯，那麽現在的紅艷面對這項檢查
可是要淡定多了。很配合啊！紅艷的傷
口恢復的真好，胸腔處不但沒有鼓起，皮膚的愈合還很平滑，目前胸腔左邊還有一
塊未脫落的線頭，是當時手術時縫合了傷口的，不用擔心，已經問醫生了，線頭會
慢慢脫落的。
做完檢查也到中午
時間了，帶紅艷去吃
午飯，米飯可是紅艷
的最愛啊，可是她只
就是喜歡吃大米飯，
不吃菜，平時在家也
這樣。營養很不均衡
啊！但她的性格比以
前自信開朗了許多許
多。來看一張對比照
妳們就知道啦！
相信每一个跟踪红
艳治疗情况的朋友，特别是大洋彼岸的捐赠者们，看到红艳现在的变化，会感慨万
千，心中充满喜悦。让我们一起来祝福红艳及全家开始新生活。
最後非常感謝趙修平夫婦基金會、何
遠鳴先生, PC, Daniel Nguyen, Ranka Family,
Thuy Hoang, Thuy Nguyen, Diep Huynh, Kim
Chi CongTon, Nga Nguyen, Chung Truong, Ying
Ying Wang, Kris Wang, Wenzhi Zhang, Wei Jin
Dai, Huang Family, Jei Shuan Chen, Miao Yeh,
Hung Hoang, Mark Kieu, Ellen Yuan, Tad Park,
Charlie Bui, Arlene Samen, Hillary Brown, Li
Tao, Tue Nguyen, Xi Li, Dr. Henry and Mrs. Lisa
Chang, and Anonymous Donors.

小紅巾關愛計劃——旨在通過各種措施來緩解中國西北
農村地區貧困家庭生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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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7

中華成語故事繪圖設計

忙碌的5月，谷孝臣
老師給學生們安排了新
的課程，同學們都很興
奮，為了提升學生們在
根據文字腳本理解方面
的設計，為學生們安排
了中華成語故事的繪圖
設計，根據成語故事進
行繪圖設計，有些平時
耳熟能詳的成語，到底
是什麽意思呢？同學們
都很好奇，繪圖設計過程中同學們互相討論，期待知道每一個同學的成語故事
及意思，繪圖設計中同學們都感嘆中華語言的神奇變化，這次中華成語故事的
繪圖設計，無論是成語傳統意思的理解，還是新的現代意思理解，都很好的給
我們上了一堂課。

谷孝臣老師在給學生們講解成語繪圖設計中構圖、
線條、色彩等不同要求（圖一）

王菁菁（11歲）繪圖設計成語“邯鄲學步” （圖二）

行知小農工美術工作室 一-實踐中研究、探索制定的教育
教學與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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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8

在路上一陪伴著的人

2013年10月26日，我們志願者們繼續
走在助學的路上，我們蒲公英助學從鮮為
人知走到今天志願者結伴而行、愛心資助
人士踴躍參與，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
路程。當蒲公英助學借著社會各界的愛心
接力逐漸積水成河的時候，更進一步深刻
的烙印著蒲公英無私奉獻、經久不息的精
神。
一直以來，我把我們的助學行動定義為
一一-在路上，似乎只有這三個字才可以以
一種排除萬難、永不停息的動態方式詮釋著志願者們持續高漲的熱情、愛心人士不
斷接力傳播愛心以及孩子們靠自己學習的力量努力改變貧窮為富沃的渴望。
當我們穿梭在都市的繁華與車水馬龍中逐漸淡忘行走的感覺時，望著每一個行色匆
匆的身影，內心的掙紮與絕望不斷的嘶吼著。人們在迫不及待追逐心飛翔的軌跡
時，竟突然忘記了雙腳所肩負的重量。當社會都用垮掉的一代評價出生在八十年代
的我們時，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我們過於急切的想站在欲望的巔峰時，卻早已忽
略了在路上使精神復蘇的過程。無論處於人生的那個階段，我們必須給自己的人生
一次平衡的敘述，當經歷一場放縱的行旅，就必須做一次靈魂的探求。
當我們在灑滿陽光溫和的正午，走在崎嶇蜿蜒
的山間小路上，腳下踩著碎石與落葉的碎片，透
著河間小溪的清靈，依著山的豪氣，遇見那一張
張鋪滿塵埃而眼底清澈的面容時，不自覺的踏上
這段沒有開始沒有結束的旅程。
當一個一年級小學生在我們面前安靜認真的做
著作業，並沒有被我們帶來的喧囂所打擾時，我
們內心充滿感恩，感恩我們能夠走在這條路上，
感恩孩子們仍然擁有那抹一塵不染的清明。當陳
坤在髮起“行走的力量”活動中說到：希望人通
過行走，因愛而行，獲得更多心靈的力量，並將
行走帶來的正面能量薪火相傳。他是用他的雙腳在征服大自然的同時，尋求內心的
寧靜，而我們比他們的行走之路更寬廣、漫長，一路上用一顆火熱的心在秀山麗水
間尋找另一顆心的碰撞，我們在這條沒有終點的路上尋求更多的陪伴！
2013年10月26日一群人走在藍田葛牌鎮貧困學生考察路上，雖然趕著風塵載著
星月，但本次的考察活動非常順利，共考察貧困孩子13名，現場資助九名，感謝愛
心人士的用心資助，感謝一路上越野車、前無古人、小菊、蘭卡、木木、雪蓮及女
兒、小水等志願者和葛牌愛心老師不辭辛勞的陪伴 。

陜西零貳玖公益服務中心一傳播志願精神，爭做公
益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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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9

認真對待孩子的認真

距離2014年夏令營開營，
只剩下可遇見的幾天。在這幾
天後，我們將迎接的是一雙雙
比大海還要深邃的眼眸，是打
從心底的相信，是準備已久
的認真。
在上周末，我參加了志願者
老師們的試講活動。走在校道
的樹蔭下，撐著傘，卻依舊感
受到陽光穿透綠葉，打在身體
上的炙熱。在這樣的夏天，而
我卻感受到了一樣比陽光更火
熱的東西：是年少，但卻願意
為了讓啟明和春華中學的孩子
們感受到學習的魅力，而承擔
起責任的認真。是一份來自志
願者老師們最純粹的愛。
一支快用完的筆，一張寫滿筆記的紙，一疊反復修改的備課方案，是我所能夠感
受的認真。每一個筆畫，每一種思量，每一次選擇，是我所能夠看到的努力。一日
試講，幾聲指點，幾聲鼓勵。在被烈日燒烤過的午後空氣中，傳來明天呢喃細語的
祝福。明天，又是一個新的起點。
困難，是讓我們擁抱得更緊的
理由。六年，足以讓一個人學會
擔當和成熟。在青草這個大家庭
中，每一根草都互相抓緊對方的
小手，因為只有團結才能以有限
的資源，面對難以預料的困難。
風雨的六年，青草的六年，常青
的六年。
盡管，試講中出現了許多
的困難。但是我們大手拉小手，
大葉扶小葉。讓困難變得不再困
難，讓認真變得更加認真。
作者：彭曉瑩

廣州市越秀區青草青少年成長服務中心一 致力於創
造由青年同輩引導的實踐型學習機會和社區環境，培
養“有愛、有思想、有行動”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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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0

小紅巾迷妳夏令營

8.11是小紅巾2014年夏季迷妳夏令營開營啦。在這些孩子裏面，浩洋是三年前
完成手術、小珍和才滿、芳彥都是兩年前完成手術、手術時間過去這麽長時間了，
家長對我們還是這麽的信任，心裏暖暖的，充滿了感恩。
孩子們互相認識，熟悉了夏令營的環境後各自挑選了喜愛的碗、毛巾還有T恤
喲！夏令營從每天早上早餐後的每一個小朋友給家裏打個電話報完平安後開始一天
精彩活動。主要有：英語課；小電影；手工課；小遊戲；還有專程從美國趕來的甘
阿姨和嫣姐姐教孩子用五顏六色的水彩筆自由搭配塗出自己滿意的作品；每一個孩
子用美國帶來的豎笛學會了很多首歌曲；天嫣姐姐的百寶箱裏的橡皮泥也讓孩子們
玩的不亦樂乎……
夏令營當然也少不了戶外活動，我們為孩子們安排遊覽博物館、黃河鐵橋、水車
博覽園、黃河母親雕塑；戶外的小遊戲能看到孩子們術後已經完全康復。
為期5天的夏令營孩子們收到了漂洋過海的珍貴禮物、學會了很多東西，最後的
一首《感恩的心》，希望這個短暫的夏令營可以在孩子們的腦海裏，留更長更久
一些。

小紅巾聯盟一- 致力於為農村孤貧先心病患者家
庭提供手術費用，並尋求最專業的醫療服務團隊
和最好的醫生為患兒提供手術治療的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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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1

感恩透明魚基金

血友之家成立於2010年，
十四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大
陸地區的有關血友病相關政
策倡導、醫生培訓、患者幫
扶等相關工作。並在2012年
在北京市民政局註冊。得到
了來自政府、醫院、公眾、
病友、其他公益慈善組織等
多方的支持與肯定。
血友之家自正式註冊以
來，籌措機構正常運營的運
營費成了我們的難題。在我
們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遇到
了透明魚基金會。
說起和透明魚基金會的善緣，就要
從2011年開始。
一次充滿陽光、快樂和最新理念的會
議，讓我們了解了透明魚基金會，並
加入到透明魚這個充滿愛心的團隊中
來，通過雙方的了解不斷加深，血友
之家成為透明魚團隊的戰略合作夥
伴。
血友之家參加了一系列的透明魚基
金會的培訓、視頻拍攝等等，透明魚
基金會不但支持了我們陜西地區的12
名血友病患兒的醫療救助，更是給予
了我們運營費的支持，在我們機構註冊初期，教給我們要“透明公益、透明財務”的理念，
完善提高組織機構建設，更好地為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患者。讓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了什麽
是“透明”、什麽是“公益”。
透明魚基金不但給予了血友病患者救助善款，更是在運營費上、理念上給了我們幫助，運
營費就是一個機構存在的命脈，血友之家註冊初期，沒有運營費，又是透明魚基金給予了我
們最大的幫助。趙修平夫婦、阮主任、王軍老師還幾次親自來到北京兒童醫院看望血友病兒
童和詳細了解血友病孩子的治療困難和難題，來到血友之家辦公室了解血友之家和血友病患
者的遇到的困難，指導工作，幫助我們。這讓我們深受感動。我們覺得再多的語言都不能表
達我們對透明魚基金的感謝，這種全方位、無私的幫助，讓我們在公
益的道路上看到希望，感到溫暖。

北京血友之家罕見病關愛中心一 宣傳血友病知識、救助特
困患者、協助醫院開展相關治療等工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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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12

透明魚帶給我們的改變

1、明確做公益必須透明和如何做
到透明；
2、學會堅持做月度工作總結--項
目追蹤報告和季度財務報告，以前
是每年的年底做一次總結，不利成
員及時了解、宣傳；
3、從透明魚微信平臺上、網站上
了解國際、國內同行的動態和髮展
方向，開拓視野和思路；
4、透明魚的資金支持尤其是行政
費用的支持讓大家了解到做公益是
有成本的，有了透明魚的支持才有了近幾年滎澤志工的快速穩健髮展。
透明魚基金專門扶持草根公益組
織，其“透明公益、透明財務”的
理念和滎澤志工的“公開透明”是
一致的，進過雙方相互了解，2012
年6月份，滎澤志工開始接受透明魚
基金的資金支持和管理方式指導。
經過三年來的合作，我個人認為受
益匪淺，就拿每月的項目追蹤報告
來說，剛開始不知道如何下筆，經
過透明魚基金王軍老師的指導，我
捉刀寫了第一篇月度工作總結，也
就是透明魚基金說的項目追蹤報告。
進過半年的摸索、改善，並在透明魚網站觀摩學習其他公益組織項目追蹤報告
後，分門別類後的總結報告，讓看的人一目了然，又容易記住，對宣傳推廣公益是
個有力的幫助。
透明魚基金又適時推出“每月優秀博客”評選活動，當看到滎澤志工榜上有名
時，我們受到了鼓勵，幹勁更大。
透明魚今年又推出項目數字看板，對我們的志願者也是一個挑戰，為了完成這個
項目看板，我們找各次活動的志願者們再次核實數字信息，填寫並學習了簡潔又貼
切的表達方式，這讓我們的項目活動開展又有了量的表達上的提升。
機構副會長小安也在積極配合透明魚測試財務軟件，感覺到提取收支報表和信息
提取確實能給草根組織帶來切實可行的便利，更好地做到財務透明、項目透明。我
有幸在透明魚基金的督促指導下，養成了這樣一個好的
習慣，我常慶幸！

鄭西滎澤志工聯合會一愛心獻社會，真情暖人間，弘揚
雷鋒精神，參與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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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3

公益路上良師益友——透明魚

初知透明魚，始於木頭2013年2月所發的壹封
群郵件，大概介紹了透明魚是美國壹家專門支持
草根公益組織的基金會，並在支持過程中幫助草
根公益推動建立“透明財務，透明公益”的主流
文化。其後經常在群郵件裏看到透明魚的名字出
現，印象比較深的有二點：壹是我們成功成為透
明魚互動夥伴，向透明魚申請到3000元的種子
基金。那時的愛心納雍，行政費用極其緊張，專
職的工資時常不能按時發放，木頭為此日夜尋找
資源，透明魚的3000元種子基金雖然不多，卻
也帶給了木頭及愛心納雍很大的精神支持及希望；二是經常看到負責透明魚發帖的小夥伴感嘆，透
明魚網站發帖真心不容易。
我與透明魚真正有交集，是2013年11月中旬，當
時在QQ上向透明魚王軍介紹我們開展的項目情況，
愛心納雍成立初期做的項目，由於沒有經驗，對數
據重視不夠，很多數據統計不夠系統完整，有個別
的數據無法找到準確數字。我將實情硬著頭皮向王
軍說了，本來以為數據不夠準確會讓對方對我們的
印象大打折扣的，殊不知王軍了解實情之後竟然還
反過來安慰我：“只要項目情況真實，工作中的小
錯誤難免，後繼註意就是了，相信妳們會越做越好
的。”突然之間就覺得很溫暖，這就是透明魚的幫
助態度：信任我們所做的壹切，提醒我們存在的錯誤與不足，幫助我們改正與改善。
2014年1月初某壹天，收到壹條消息：“恭喜愛心納雍成為透明魚的合作夥伴，明年可以向透明
魚基金申請經費提交機構預算了。”透明魚沒有像其它機構壹樣，要求我們提交繁瑣的資料及證明
材料，也沒有繁多的審批流程，就讓我們成為合作夥伴了？工作人員王軍向我解釋：通過上次實地
探訪收集到的資料，以及這段時間以來對我們的了解及觀察，覺得我們機構確實是誠實可靠負責。
我再次被透明魚的幫助態度震撼了：他們不會給我們任何壓力，卻會花費大量時間及精力從側面收
集我們的壹切信息，收集渠道多樣如親自實地探訪、向當地政府了解、瀏覽機構網站與微博、與機
構骨幹義工聊天等等，保證收集到的信息真實全面，進而判斷我們的需求並給予我們最需要的幫
助！
今年6月，壹家外資企業“天時燃燒設備（蘇州）有限責任公司”，通過透明魚的網站了解到
愛心納雍，由於透明魚的公信力，讓天時燃燒設備公司對我們非常的信任，經過幾個電話溝通，天
時燃燒設備公司就將56000元的大額善款匯到了愛心納雍公益聯合會的賬戶上，用於圓夢大學，愛
心圖書室和愛心午餐三個項目，感謝這家愛心公司的捐贈！透明魚對於我們的幫助，不僅僅是直接
的資助，更重要的是透明魚對愛心納雍財務透明、項目透明的肯定，讓社會上的愛心企業和個人增
加了對我們的信賴和支持，擴展了愛心納雍的宣傳範圍，幫助我們尋
找到更多的資助源！們尋找到更多的資助源！

愛心納雍公益聯合會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運用一
切合理可用的資源，改善貧困地區兒童的受教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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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4

相遇是一種緣分

一家純碎的草根機構。負責人沒有大
學文憑，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且是出
生在大山深處裏的一位普通瑤族婦女。
和透明魚相遇，是上帝給我的恩賜。就
像在茫茫的曠野之中找到了甘泉。在
2012年，第一次在透明魚支持平臺申
請到的第一筆3000元種子基金，真的
使我喜出望外。這是家園有史以來，在
網絡上申請到的第一筆經費。對每天都
要開銷好幾百塊人民幣的家園來講，這
筆資金雖然不多。但它卻是一種得到認
可的憑證。肩膀上的壓力，突然輕省了
很多，心中的憂傷也全都灑落。經過一
年的努力，家園的財務，漸漸清晰明了。雖然每天工作很辛苦，但書寫日志從不間斷。堅持
把每次的活動都公之於眾，也漸漸提高了家園的公信力。得到的關註也會漸漸增多。2013年
年底，我們又向透明魚遞交了第二次申請，在2014年的第一季度，這筆7000元行政基金從大
洋彼岸轉到了我們的賬號。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又是萬萬不能。家園幾百號孩子，吃喝拉
撒，是一筆不可缺少的費用，還有教育
經費、緊急醫療費，人員費用，硬件維
修費，這都需要我過上費心的日子。我
始終堅信上帝若是關了一扇門，就必定
給我開出另一扇門。相信他不會丟下我
們做孤兒寡婦。我每天的工作量，都會
是超常的累。但是一看到孩子們純真美
麗的笑容，我所有的辛酸苦楚就算不得
什麽。。
一切為了孩子們！作為一名民間非企
業負責人，作為一名草根的幼兒教師，
我深知肩上的擔子有多重，移動的腳步
有難。可我從不對困難妥協。五十多歲
的我在和時間賽跑，珍惜上帝給我的每一寸光陰。做我喜歡做的事，根據透明魚要求，每月
的項目報告，得親力親為，不會上傳圖片，不要緊，努力學習。在透明魚的網站書寫博客，
有點難。但我通宵達旦也要弄個明白。透明魚，其實是一個交流的平臺，也是一個書寫自我
展示的平臺。他要求我們就像透明魚一樣晶瑩剔透，它也能規範我們前進的腳步，從做人到
做事，務必做到實事求是！我要感謝透明魚支持平臺，尤其是要感謝平臺的工作人員，他們
熱情大方，手把手教會了我很多網絡的知識，同時也讓我從中悟
到了一些道理：施比受更為有福！

龍萬愛心家園一-看到許多貧困山區的輟學兒童與孤兒，她下定決
心給他們建一個就學與生存的環境，於是創建了家園。

14

感谢爱心捐助者
We want to thank our donors and volunteers for their tremendous
encouragement and endless support this year. Everything that we do w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your help and your love. We want to especially thank the
individuals below for dedicating their time and resources to our cause.
JeongTyng Li
Joanne Chen
Dean and Shwu-Hui Chang
Ying Ying Wang
Liem Nguyen and Mai Anh Le
May and Kai Chao
James Chen
Fred Lam
Su Chen Wu and Jei Shuan Chen
The Kam Family
Elaine Kung
Yang Bo
Bao and Thuy Nguyen
Allison Zhang
Book Designer: Sharmila Ranka

Ping and Amy Chao
PC
Henry and Lisa Chang
Huang Family
Edmund and Kitty Cheng
Isabel Chiu, En-Yong Foundation
Anova Solutions Inc.
Ray and Stella Chan
Shuhua Tammy and Jonathan Liu
Joe and Chin Hsu
Hua-Ju and Laung-Terng Wang
Wei-Jin and Faustina Dai
Douglas and Vanessa Tsui
Eric Cho
Book Editor: Lanzhou Team

See full list of supporters at
www.tfishfund.org/donations

Financial Overview 2014
Next year, we hope to find more trustworthy partners in Taiwan, Hong
Kong, Vietnam, and Cambodia, provide new accounting technology for over
100 partners, increase our funding capacity, and graduate five more strategic partners from our capacity building program. This year, we were able to
fundraise $189,000, $36,000 short of our goal. Our program need for next year
is $250,000. Please help us alleviate poverty in Asia by pledging to give to our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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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魚夥伴
透明魚合作夥伴

國際夥伴

小紅巾聯盟, 三年
小紅巾關愛, 三年
北京血友之家罕見病關愛中心, 三年
陝西零貳玖公益服務中心, 三年
2012/04（互動）2012/08（合作）
方舟公益互助中心, 三年
聖恩—關愛麻風事工, 三年
2013/2（互動）2014/01（合作）
行知小農工美術工作室, 三年
2012/04（互動） 2012/12（合作）
鄭西滎澤志工聯合會, 三年
2012/06（互動） 2012/09（合作）
廣州市越秀區青草青少年成長服務中心, 三年
2012/05（互動） 2013/02（合作）
周永紅心理諮詢中心, 三年
愛心納雍公益聯合會, 二年

Jenny Lin Foundation, Castro Valley (Year 3)
One Heart World Wide, Nepal (Year 3)
Bayshore Christian Ministry, East Palo Alto
(Year 3)
Helping Orphans Worldwide, Vietnam (Year 2)
Orphan Impact, Vietnam (Year 2)
Sahaya International, Vietnam (Year 2)
O'Keefe Family Center, East Palo Alto (Year 2)
HIS Foundation, Hong Kong (Year 1)
Changing Young Lives, Hong Kong (Year 1)
China California Heart Watch, Yunnan (Year 1)
Taiwan Prison Ministry, Taiwan (Year 1)

透明魚優秀互動夥伴
龍萬愛心家園, 二年
月亮孩子之家, 二年
北京愛稀客肺動脈高壓罕見病關愛中心, 二年
常州義工聯合總會, 二年
重慶心悅老年社工服務中心, 二年
白塞病友互助聯盟, 一年
豫殘聯盟, 一年
北京愛力重症肌無力關愛中心, 一年
晶潔鳥特藝調理陽光家園,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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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魚互動夥伴
暖愛之家關注殘障人, 一年
湖北省雲夢縣義工聯合會, 一年
熊貓愛心接力小組, 二年
金水區愛民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2014/04
俠友新社, 2014/01
綠色原點環境宣傳教育發展中心, 2014/04
河南省濮陽市恩來公益, 2014/06
大巴山生態與貧困問題研究會, 2014/06
岳陽市七彩夢腦癱兒童關愛中心, 2014/03
單縣義工協會, 2014/03
荊門市義工聯, 2014/05
成都成華區托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 2014/07
觀看更多: www.toumingyu.com/apply.php

透明魚反饋
透明魚基金會不但支持了我們陜西地區的12名血友

2014年中秋假期，白塞聯盟收到了來自美國透明

病患兒的醫療救助，更是給予了我們運營費的支持，

魚基金會從蘭州寄來的榮譽證書和紀念品，感謝@

在我們機構註冊初期，教給我們要“透明公益、透明

透明魚基金-草根支持 對白塞聯盟一直以來的關註

財務”的理念，完善提高組織機構建設，更好地為去

和支持！透明公益，透明材務，我們將一直堅持這

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患者。 關濤 北京血友之家罕見

一理念，努力做好白塞公益事業！白塞病友互助聯

病關愛中心 10/27/2014

盟，9/9/2014

今年6月，一家外資企業“天時燃燒設備（蘇州）

感謝@透明魚基金-草根支持 和透明魚社區的NGO

有限責任公司”，通過透明魚的網站了解到愛心納

夥伴們一路來的陪伴和鼓舞，月亮孩子之家非常榮

雍，由於透明魚的公信力，讓天時燃燒設備公司對我

幸繼續獲得透明魚2014年最佳互動夥伴獎，我們

們非常的信任，經過幾個電話溝通，天時燃燒設備公

將不遺余力地共同推動“材務透明、項目透明”理

司就將56000元的大額善款匯到了愛心納雍公益聯合

念，共同致力於中國公益事業的髮展。月亮孩子之

會的賬戶上. 愛心納雍公益聯合會10/23/2014

家，9/9/2014
尊敬的透明魚公益基金會的趙先生、趙夫人及全體

中心在透明魚實驗室的引導下，進行財務工作的
梳理、項目制度完善、信息記錄和宣傳三個方面的工

同仁，感謝妳們一直以來以一種令人感動的敬業精神

作。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在進行項目工作總結時，我

關註著我們的“鳥們”，晶潔鳥陽光家園面對的大多

們髮現中心工作有了質的變化：提升了整合社會資源

是來自貧困家庭的殘障孩子，我們的運營成本不可能

的能力，增強了志願者的參與度，以及社會對中心的

依靠家長所付的服務費來解決，是妳們的支持和理解

信任。重慶心悅老年社工服務中心 10/23/2014

給了我們面對困難而不斷前行的動力，是妳們高效率
的工作作風讓我們的工作目標有了參照。我們家園的

機構副會長小安也在積極配合透明魚測試財務軟
件，感覺到提取收支報表和信息提取確實能給草根組

孩子們、老師們、家長們再一次的感謝妳們。封肇皓

織帶來切實可行的便利，更好地做到財務透明、項目

晶潔鳥特藝調理陽光家園 10/07/2013

透明。鄭西滎澤志工聯合會10/23/2014
謝謝透明魚基金會對流動兒童的關愛，妳們的種子
收到合作夥伴美國透明魚基金的透明榮譽證書和各

基金使我們這裏的流動兒童在這個冬天不再寒冷，使

種標志，很讓我們感動，同時也很感恩。透明魚基金

愛的溫暖包圍著我們…… 同時，也謝謝透明魚基金會

以支持中國草根NGO髮展為使命，提倡財務透明，我

對心連心的幫助和支持！真誠地謝謝透明魚基金會！

們是透明魚第一家在中國支持行政經費的公益機構，

祝好人一生平安！董英 西安市碑林區心連心社區服務

在髮展最困難的時候趙修平夫婦和透明魚基金的支

髮展中心，12/01/2012

持，我們才能順利走到今天。所以特別感恩趙先生夫
婦、感恩所有透明魚的工作人員。 陜西零貳玖公益服

透明魚基金是2012年開始與臥龍熊貓愛心接力社
開展合作的單位，合作以來，透明魚基金對臥龍熊貓

務中心微信9/10/14

愛心接力社的“透明財務，透明公益”以及各項公益
活動的開展給予了高度評價，特授予臥龍熊貓愛心接

收到透明魚獎狀了，話說今天教師節，我們就收
到“老師”@透明魚基金-草根支持 頒髮的“獎狀”

力社2013年度最佳互動夥伴獎透明榮譽證書！在此

啦！真真的開心呢！特別是那張手寫的賀卡，讓我們

我代表臥龍熊貓愛心接力感謝透明魚基金及透明魚基

真心的感動！感謝所有關註愛力，幫助愛力的“好老

金的工作同仁們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在經後的

師”，共同伴隨我們成長！愛力重癥肌無力關愛中

公益路上我們會戒驕戒躁，繼續努力盡我們所能服務

心，9/10/2014

好更多需要我們的弱勢群體。 馬貴蓉 熊貓愛心接力
社，9/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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