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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一起去旅行 
 

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群农民工师傅们，交流后发现，

他们每年七八月都会带农村老家的孩子来南京度过

暑假。但是由于他们工作繁忙休息时间少，孩子们来

到南京后只能呆在临时居住的小屋里面，很少走出去

也很少有娱乐活动，呆在老家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反思，希望可以组织带领他们去认识南京周游南

京，通过在南京的短暂时光，能够让孩子们知道南京

不是只有 10 平方，能够让孩子们了解大山外面的世

界与大学的概况，开拓眼界，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与未来目标；能够在以后寒暑假来南京时，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可以自己去先锋书店，凤凰书城等，

既可以学知识也可以开拓视野的地方。 

项目计划将学生分三批进行，每批带 10 名左右参观走

访下述所列地点，预计 5 天： 

1. 博物馆系列：南京博物院；2. 图书馆系列：凤

凰书城、新华书店、先锋书店、南京图书馆；3. 名

校梦想秀系列：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 

4. 户外运动系列：紫金山 

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让孩子们自己去寻找好玩及感

兴趣的点，然后在离开校园或离开图书馆的时候，都

讨论一下，总结自己认为印象最深刻的点，并说明为

什么如此深刻！整个行程结束后，每一位小朋友用自己的语言，写一份旅行后的感想，以及未来自己的梦想！ 

以服务架起关爱的桥梁 

Building Bridges of Love 

and Caring Throug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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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成立仪式 
  
6 月 8 日上午 11 点，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成立仪式

在雨花区花神庙社区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政局宋海红局长、杨彬副局长，华

桥基金会创始人兼会长叶守璋先生、华桥上海总部工

作人员蔡述进女士、文晓荷女士、实习生 Olga，南京

恩派负责人邓富友先生，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主任辛

福先生以及其他南京公益组织伙伴，南京 15 个大学生

公益社团等参加了成立仪式。 

叶守璋会长在成立仪式上向大家介绍了华桥基金会及

公益分享，勉励大家在公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向

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政局宋海红局长赠送感谢牌匾，感

谢民政局对南京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南京恩派公益孵化中心负责人邓富友先生和残疾人托

养服务中心主任辛福先生代表南京的公益同行，对华

桥基金会在南京成立办事处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以后

合作共同为南京的公益事业努力的诚意。 

 

 

南京地区走向西部项目决赛、培训与后续工作 
6 月 8 日下午，第一届华桥基金会南京地区走向西部

项目决赛在花神庙社区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举行 

第一届华桥基金会南京地区走向西部项目初审在 27

支申请队伍中选拔出了 17 支队伍，有 2 支队伍因时

间问题退出，实际共 15 支队伍参加了决赛，决赛也

邀请了华桥上海的同事和实习生 Ruby, Wennie, 

Olga, 走向西部资助的第一支队伍防艾大讲堂的前任

负责人茆文杰，雨花台区民政局的于建辉，南京恩派

公益孵化中心的翠翠担任

评委，华桥基金会会长叶守璋先生也参与和见证了决赛。决赛由“团队项目展示”

+“评委提问”两个环节组成，“团队项目展示”环节可以使用 PPT、视频等工具，

评委会针对展示内容做相关提问。决赛共选拔出 2 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5 个

三等奖，3 个特色奖，合计资金 55,000 元。 

决赛后，给获奖团队颁发了获奖证书，签订了安全协议书，并安排汇款事项，及

其他各项后续工作。此次因学生期末考试南京地区没有安排专门的培训，而是通

过自愿去上海参加培训及上次培训资料的方式，为各个队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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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of Sound 翻译项目 
Gift of Sound 是华桥基金会始于 2008 年的公益项目，早

期以资助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和贫困聋儿为主，2010

年以来与美国昇望听力义诊团合作，邀请以世界著名听力

学家 Dr. Christine Yoshinaga-Itano 为主的专家团队，免

费帮助聋儿验配及调试助听器、调试人工耳蜗，并为聋儿

语训老师、助听器验配师及聋儿家长提供免费培训。该项

目的负责人 Angela Xiao 被派往美国科罗拉多州接受了 6

个月的新生聋儿早期干预。 

中国的聋儿康复相较于美国起步较晚，尤其是 0-3 岁聋儿

的早期干预近年来才刚刚起步，同时极少有大学里开设聋

儿康复的相关专业，很多聋儿康复老师都是跨专业就业，

所以专业知识的继续学习变得尤为重要。 

Gift of Sound 的项目负责人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接触了大

量非常有帮助的英文聋儿康复资料，本项目的目的在于将

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分享给中国的聋儿康复老师及聋儿家

长，提高和指导他们的专业水平，从而直观地提高聋儿康

复的效果，为聋儿听说能力的学习及融入主流社会产生重

要作用。 

      

 
华桥基金会医疗项目及其他                                                
 

 

 

 

 

 

 

 

 

 

 

 

 

 

公益链接 

爱无国界：www.lwbcommunity.org 

国际扶轮社：www.rotary.org/en 

上海扶轮社：www.rotaryshanghai.org 

北京扶轮社：www.rotaryclub-beijing.org 

美国昇望义诊团：www.soaringhope.org 

爱无国界儿童轮椅捐赠 
爱无国界（LWB）是一家致力于帮助孤儿

院及孤儿的慈善组织，是华桥基金会的合

作伙伴，之前在安徽省合作了营养包项目，

华桥基金会也曾为爱无国界上海就医的孤

儿寻找护工并支付其费用。 

此次爱无国界计划为一些残疾孤儿捐赠轮

椅，华桥基金会牵线联系了之前扶轮社轮

椅项目合作的厂家。 

光明的礼物项目总结报告 
5 月 26 日至 28 日甘肃省康复医院完成了最后 100 例

免费白内障手术，至此，400 例免费白内障手术全部完

成。 

此次光明的礼物项目共计在山东和甘肃提供了 400 个

免费白内障手术名额，手术由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和郯

城新益民医院开展，国际扶轮社每例手术补贴给医院

115 美元。本次项目分了三次完成，其中郯城新益民医

院在 2013 年 10 月、11 月完成 100 例，甘肃康复中心

医院分别在 2013 年 12 月完成 200 例、在 2014 年 5

月完成 100 例。项目的大致流程为：首先医院负责下乡

去筛查病人，然后再次在医院为筛查出的白内障病人做

检查，符合手术条件的做白内障手术，病人不需要支付

任何费用。 

本月整个项目的最终报告初稿也已完成，所有的资料也

已经收集、审核和整理完毕。 

山东郯城新益民医院进展 
目前，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与郯城新益民

医院已经签署好协议，待郯城新益民医院

将所需项目发票邮寄到甘肃，甘肃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将按照要求把 100 例白内障手

术的补贴费用转账到新益民。 

南京办事处网络建设 
 
南京办事处的办公室已经整理完毕，正式投

入使用，网络建设也在进行中，主要做了一

下几项： 

 电子简报：每月制作一份电子简报，整

理当月主要项目，分享给大家 

 QQ 交流群（375351894）：建立 QQ

交流群，及时发布最新动态，与各位公

益同仁保持顺畅及时的沟通 

 新浪博客: 创建博客，发布最新项目及  

分享各种行业动态  

 邮件群组：建立公益同行邮件群组，尤

其是南京 NGO 邮件群组，及时发布各

种动态及项目信息，整合资源。 

http://www.rotary.org/en
http://www.rotaryshanghai.org/
http://www.rotaryclub-beij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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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故事启发 
 
福特的 9563 计划 --- 残疾人雇佣   

1914 年，在底特律的大街小巷有着不少的残疾人、智力低下的人和刚刚出狱的犯人，他们往往被工厂
拒之门外，根本无法自食其力，不仅给家庭，也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亨利·福特又把他的目光投向了这
一部分人。  
  福特派人在自己的工厂内进行了一次调查，把工厂的所有工作依照不同的类型区分为 7882 种，发现其
中的 949 种工作需要身体强健而且五官健全的劳动者；有 3338 种工作只需要有普通的体格和力气的劳动者；
还有剩余的 3595 种工作是不需要什么体力的，
也就是说，残疾人和弱智人也能胜任，在这当
中，又有 715 种工作是一只手的工人也能做的，
有 2637 种工作一只脚的工人也能完成，还有
10 种工作可以由盲人去做，2 种可由无手的残
疾人去做。有了这样的调查结果作依据，福特
就开始大胆地雇佣这些被社会遗弃、被家庭厌
恶的人来自己的公司做工挣钱。在底持律的大
街上，福特经常走下汽车，来到露宿街头的乞
丐、流浪者和残疾人面前，和气地问他们是否
愿意到他的工厂做工。他指示雇佣科的办事人
员根据不同的特殊情况把这些特殊的劳动者分
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在他回忆录《我的一
生和事业》中，亨利·福特回忆说：像这样有特殊情况的劳动者，在整个福特汽车公司总共有 9563 人，其中
123 人失去了一只手，有一个人两手全无，有 4 个人是弱视，有 207 人仅有一只眼睛，253 人双目失明，其
他还有 37 名聋哑人，67 名癫痢病人，234 名工人有跛足，还有 4 人则失去了双脚或双腿。福特还声称自己
雇佣了 400－600 名犯人，一些是在出狱后走投无路的，还有一些是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后来亨利·福特
与法庭达成协议，把其中罪行较轻的一些人保释出来，成为福特工人。所有这些人出于对福特的感激，自然
是拼命的工作。福特公司对这些劳动者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只要这些人能够胜任他们负责的工作，照样可
以得到和其他工人一样的 5 美元工资。  

这时的亨利·福特是不是以救世主自居，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亨利是在考察了
工厂工作岗位的用人特点，得出残疾人也可以胜任劳动的结论后，才开始大批雇佣这样的劳动者的。所以从
严格意义上讲，又验证了亨利还先是一个商人，然后才是一个慈善家的结论。但是，把他的这些行为同其他
贪婪成性、毫无人情味的资本家相比，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 

                                                                    ------摘自《福特家族》 
 

 

华桥基金会南京办事处信息 

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9 号阅

城国际小区内悠然园 17 栋三楼 

联系人： 

肖女士 Angela Xiao  

angelaxiaochina@outook.com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q

iaofoundationnanjing 

QQ 交流群：375351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