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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相牵，根相连

卷首语
Preface

　　2015 已悄悄走远，这一年的连结却留在眼前，留在心中。

  　 2015，我们与实践华德福教育的社群连结。

　　全国华德福教育爱好者和实践机构如雨后春笋，一夜间“噗”地冒出地面。为社群服务，

为大家提供支持，我们必须去倾听、去调研，了解社群所需。我们走访多个华德福实践机构，

与他们交流；联系受助人、捐赠人，收获了来自大家的支持与宝贵意见。这样的沟通、

互助共进，正是“社群”生活的体现，正如看不见的地里，春笋根部相连，成为彼此茁壮

成长的力量。

  　 2015，我们与公益伙伴连结。

　　为了促进社会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探讨地方教育基金会如何与政府、企业及民间

机构合作，促进教育公益同行交流和资源共享，我们与春桃基金会、绿芽基金会、广州

青基会、公益慈善书院、伟博基金会、千禾基金会和灯塔计划共同举办第二届地方教育

论坛；我们与公益界、教育界、企业及媒体朋友，碰撞思维，相互取经，探讨“教育公益

与商业如何共享社会价值”。

  　在新的一年，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美好的教育理念；希望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华德福

教育；希望华德福老师们走得更稳更远……

  　未来或许有阻碍和困难，每个人心中只要有对善、美、真的盼望，那就是地下相连的

根，连结更深，扎得更稳。

  　感恩相遇！期待我们携手共进。

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2016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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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事掠影

3 月 8 日

基金会四周年庆典

基金会支持第三届华德福先驱

者夏令营在广州开展

广东省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中被

评为 AAAA 级基金会

第一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

7 月１9 日

7 月 20- 23 日

广东省何享健慈善基金会、顺

德社会服务联会、顺德社会创

新中心等机构到访基金会交流

与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留守

儿童幼儿园项目

基金会联合广东 7 家公益伙伴

机构主办第二届地方教育论坛

基金会主办“疗愈之声”活动在

北京、长沙等 5 个城市举行

敦和基金会来访交流

9 月 2 日

7 月 28 日

11 月 1-17 日10 月 27 日

9 月 21 日

西部阳光基金会来访交流

9 月 18 日
7 月６日

4 月 2 日

新教育公益课堂项目开放申请

3 月 27 日

米兰师资养成计划、华南专项

助学金开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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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教育公益课堂

　　通过举办艺术教育等主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支持创新

教育理念的传播，使更多教师和家长能掌握更符合儿童发展的

教育理念，更好地实现个人成长。

02.
教育伙伴成长计划

　　携手本土华德福机构，通过资源互通与共同学习，在探索

华德福教育本土化的路上相互支持，实现共同成长。其中“米兰

师资养成计划”是重点支持方向。

04.
乡村教育

　　探索华德福教育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留守儿童、流

动儿童提供华德福教育，让其感受温暖与安全感，更好地平衡自

我与世界的关系。

03.
新教育本土化研究

　　支持国内华德福教育的课程研究、文化出版、国际交流活动，

为践行华德福教育理念的个人和机构提供可行的理论和实践范

例，助力华德福教育的本土化进程。

我们的项目 OUR PROJECTS

新教育
公益课堂

新教育
本土化研究

教育伙伴
成长计划 乡村教育

支持华德福教育的本土化实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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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育公益课堂

　　

　　2015 年，项目共资助 11 家机构举办 14 场公益讲座及工

作坊，主题涵盖儿童发展、健康与教育、自我成长和艺术教育

等方面，直接受益人数达 3760。同时，基金会 11 月主办“疗

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活动”，以“教学工作坊”和“亲子音

乐会”的形式，走过北京—长沙—东莞—广州—石家庄 5 个城市，

共 140 人参与莱雅琴教学工作坊，600 余人参加了双莱雅琴音

乐会，让更多人了解并体验华德福的音乐教育。

长春诺亚心驿：儿童运动游戏工作坊

韩城河之畔学校：Joanna 艺术工作坊

01.

活动掠影

① . 韩城河之畔学校：爸爸成长工作坊

② . 贵阳森林学校：华德福教育在中国是否行得通

③ . 绵阳华德福青龙学园：健康与教育工作坊

④ . 大连市少儿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指导协会：儿童情商发展

⑤ . 韩城市河之畔小学：Jurgen 老师工作坊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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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新教育公益课堂活动情况

疗愈之声
双莱雅琴中国巡演 序号 合作机构 主题 活动名称 参与人次

1 大连市少儿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指导协会 儿童发展 儿童情商发展 1000

2 大连市少儿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指导协会 儿童发展 如何在家有效实践华德福教育 200

3 广州市越秀区博雅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儿童发展 给孩子一个间隔年讲座 200

4 韩城河之畔学校 健康与教育 Joanna 老师艺术工作坊 400

5 韩城河之畔学校 儿童发展 Jurgen 老师工作坊  40

6 韩城河之畔学校 自我成长 爸爸成长工作坊  50 

7 绵阳华德福青龙学园 健康与教育 教育健康公益课堂 100

8 银川市上善若水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健康与教育
人本精神与新教育理念

暨宁夏首届乡村支教论坛  80

9 大理毓英华德福实践学校 儿童发展 华德福空间体育工作坊 150

10 沈阳行知华德福实践学苑 健康与教育 儿童游戏工作坊 200

11 贵阳森林学校 健康与教育 中国是否需要华德福学校 200

12 深圳港湾丽都华德福儿童之家 自我成长 “反射整合和在校学习辅助”工作坊 100

13 友心人心理社区 健康与教育 舞蹈治疗和叙事治疗浅谈 150

14 北京爱之光儿童疗愈中心 艺术教育 听觉教育疗愈工作坊 100

15 北京爱之光儿童疗愈中心 艺术教育 疗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

790

16 东莞松韵园 艺术教育 疗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

17 广州心源自然学园 艺术教育 疗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

18 石家庄鹿泉区显现国际学校 艺术教育 疗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

19 湖南爱之光文化传播公司 艺术教育 疗愈之声 • 双莱雅琴音乐巡演

合计：　3760　　　　

11 月 4 日·长沙
参与者说：“学习非常容易投入，工作
坊收获很大。”

11 月 6 日·长沙
参与者说：“莱雅琴飘逸轻柔，需要
安静的环境，正好培养孩子修养。”

11 月 14 日·广州
参与者说：“慢慢地感受了莱雅琴的
妙音，也学会了基本的弹法。”

11 月 1 日·北京
参与者说：“曲目融入中国元素，很特别。”

11 月 17 日·石家庄
参与者说：“教学方法简单易行，幽
默轻松，不仅学会了一首歌，还体会
到了弹奏时的呼吸节奏，非常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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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师资养成计划
　　“米兰计划”于 2013 年正式启动，通过基金会、教师所在校／园、培训中心共同培养、支持专职华德福老师完成 3 年制

师资培训，培育中国华德福的种子老师。项目累计资助 48 位米兰老师受训，助其提高教学专业水平。2015 年，我们与成都

培训中心、广州自然童年工作室合作，共资助 22 位米兰老师参加华德福小教 / 幼教培训，其中新增米兰老师 7 人。

序号 校／园 人数 培训内容

1 成都爱成长 1 小教七、八期

2 贵阳森林学校 1 小教七、八期

3 桂林华德福学校 1 小教七、八期

4 武汉华德福学校 1 小教七、八期

5 长沙原陆华德福实践学校 1 小教七、八期

6 绵阳华德福青龙学园 1 小教七、八期

7 福州竹心园 1 小教七、八期

8 郑州莲子园 1 小教七、八期

9 苏州华德福儿童之家 1 小教七期

10 大理毓英华德福实践学校 1 小教七、八期

11 青岛明泽园小学 1 小教七期

12 深圳共同成长梧桐山学苑 1 小教三、四期

13 深圳莲心仁智小学 1 小教三、四期

14 广州心源自然学园 2 小教三期；幼教三、四期

15 广州山水桃源学园 1 小教三期

16 广州春芽幼儿之家 1 幼教三、四期

17 广州灵犀彩苑 1 幼教三、四期

18 深圳莲心园 1 幼教三、四期

19 深圳市南山区育德幼儿园 1 幼教三、四期

20 湛江三味草堂 1 幼教三、四期

21 玉林和风儿童之家（在筹） 1 幼教三、四期

2015 年

米兰计划支持教师

02. 教育伙伴成长计划

扈老师

谢老师

黄老师 彭老师 

莫老师

川师大华德福幼教培训项目

　　基金会 2013 年起支持四川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及特殊教育等专业学生在成都华德福培训中心接受

华德福幼教基础培训，每年 2 期。2015 年，项目共支持 179 名学生参加培训。

培训期 授课主题 参与人数 年级／专业

第一期

人的本质和生命周期

70
2012 届

学前教育专业

讲故事的重要性和怎样讲故事

幼儿园的晨圈活动

幼儿园的偶戏

华德福校／园的节日庆典

第二期

华德福学校的历史和发展

109
2013 届

学前教育专业

特殊教育专业

人的本质和儿童的发展

华德福幼儿教育总概

幼教核心元素之一：滋养孩子的初级感觉

华德福幼儿园的室内和户外环境、设施和玩具

幼教核心元素之二：节奏和呼吸

华德福幼儿园一日流程，一周、一月、四季、一年的节奏

幼教核心元素之三：意志力和模仿

成人如何成为孩子模仿的典范？

成人的自我成长 ; 华德福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概览

2015 年川师大华德福幼教培训情况

黄老师

湿水彩体验活动 植物观察体验活动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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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小雨点儿童之家

华南华德福发展专项基金

　　专项基金于2014年正式成立，定向支持华南地区华德福教育的发展，

包括学术交流及师资培养。2015 年，项目资助华南地区 7 所学校、9 所

幼儿园共 47 名老师参加广州自然童年工作室组织的幼教 / 小教培训，减

轻老师培训压力，促进个人成长及提高教学水平，惠及更多孩子。

东莞松韵园学校深圳莲心仁智小学

广州苹果树 深圳小松树儿童家园 广州心源自然学园

序号 学校 受助教师 序号 学校 受助教师

1

深圳莲心园

钟老师 9 广州苹果树 梁老师

2 项老师 10 玉林小豆豆儿童之家 张老师

3 孙老师 11
广州心源自然学园

李老师

4 陈老师 12 王老师

5 广州春雨居 王老师 13 湛江遂溪菠萝蜜幼儿园 李老师

6

东莞松韵园

郑老师 14
海南小雨点儿童之家

周老师

7 张老师 15 苏老师

8 吴老师 16 深圳恩福幼儿家园 马老师

序号 学校 资助教师 序号 学校 受助教师

1

东莞松韵园

孙老师 17

广州山水桃源学园

吴老师

2 张老师 18 唐老师

3 陈老师 19 张老师

4 叶老师 20 戴老师

5 刘老师 21 郑老师

6 马老师 22 李老师

7 海南一禾自然童园 冯老师 23 黄老师

8

广州心源自然学园

阳老师 24 陈老师

9 陈老师 25 桂林华德福学校 方老师

10 梁老师 26
深圳共同成长梧桐山学苑

李老师

11 林老师 27 龚老师

12 李老师 28

深圳莲心仁智小学

吴老师

13 王老师 29 许老师

14 廖老师 30 杨老师

15 朱老师 31 陈老师

16 杨老师

2015 年度资助小教培训名单

2015 年度资助幼教培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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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畔学校
初中师资培训资助项目

　　2015 年，韩城河之畔学校已发展八年，正迈向初中阶段，

学校积极储备并培训初中老师。为了进一步探索华德福教育

在西部偏远地区的实践和发展，基金会支持河之畔学校 6 名

老师前往成都参加培训，资助金额共计 20000 元。

　　6 名老师培训后积极把所学投入教学实践，相互扶持鼓

励，一步步带领青春期的孩子前行。同时，河之畔学校以开

放的姿态对外交流分享，为西安阳光雨露学园、沈阳华德福

行知学苑、河南南阳学校等四个华德福学校共 15 位老师提

供实习机会。

第三届
华德福先驱者夏令营

　　基金会资助 12 名资深华德福教育实践者参

加 2015 年 7 月 20-23 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

华德福先驱者夏令营。通过彼此交流和经验分

享，让更多人了解基金会的项目及资助申请流

程，提出建议和需求。

序号 资助学校 参与人数

1 武汉向日葵儿童学园 1

2 西安睿知园 1

3 广州海容学校 2

4 贵阳森林学校 1

5 海口小雨点儿童之家 1

6 邯郸稻草人儿童之家 1

7 广州小豆豆儿童之家 1

8 江门市新会朴素家园 1

9 沈阳行知学苑 1

10 郑州莲子渡 1

11 惠州田园邦耕读学园 1

华德福学校发展支持

　　基金会作为平台，整合社会各方资源，为华德福学校发

展筹集资金，2015 年项目共支出 645759 元，用于广州心

源自然学园、深圳莲心仁智小学，广州海容学校等教育实践

单位的运营发展及建设。

　　莲心仁智小学成立于 2009 年，目前幼儿部和小学部

有近百名孩子。随着规模扩大，原有校舍已不能满足需求，

基金会通过与学校合作，组织社会资源，支持新校建设改

造，为孩子提供更美好更安全的环境。

莲心仁智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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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溪留守儿童幼儿园发展项目

    洲艺外来工子弟教育资助项目1

2

04. 乡村教育

　　目前留守儿童的庞大群体，正经历着父母缺位，缺

少陪伴和沟通的童年。在硬件设施的支持之外，我们希

望通过华德福教育理念，呵护他们成长。

　　基金会从 2013 年开始支持遂溪留守儿童幼儿园

（原菠萝蜜幼儿园）的发展，包括幼儿园的日常运营管

理及新园的建设。2013 年开园至 2015 年年底，幼儿

园累计有 41 名孩子就读。

　　2012 年，企业家曹时达先生、曹卫国先生共同捐

赠 70 万元，用于支持外来工子弟接受华德福教育。项

目累计资助 18 人次，2015 年资助金额为 49000 元。

本项目帮助来穗务工家庭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和学习，

让孩子常年陪伴在父母身边，创造良好的家庭关系，促

进社会和谐。

03. 新教育本土化研究

① 中国华德福学校论坛（CWF）研讨活动

　　2015 年，基金会支持 CWF 在北京、深圳、成都、郑州等地的多次

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推进华德福教育体系的本土化进程，让大家更了

解华德福教育在国内的发展状态，机构间连结加深，为各华德福教育实

践机构提供督导指引，和规范化管理等经验分享。

② 第二届地方教育基金会论坛

　　9 月 21 日，第二届地方教育基金会论坛在广州举行，近 200 名来

自广东、山西、广西、河北等地区逾 90 家公益机构及教育领域人士共

同围绕“多元·融合，共探教育民间参与之道”展开热烈探讨。山海源基

金会主办“民间教育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分论坛，广州海容学校校长卫跃

岭，灯塔计划副秘书长郝曦，豆丁生活园创办人甘宁带来精彩分享。　　

　　同时，山海源基金会在内的八家发起单位共同倡导成立“地方教育

论坛联盟”，旨在通过每年不定期举办论坛、沙龙、工作坊、调研出版，

集合社会力量，以协同合作的方式推动民间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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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园建设资助

　　为完善幼儿园的教学设施，容纳更多孩子，探索

乡村华德福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2015 年基金会

启动新园建设支持计划。

　　通过与爱德基金会合作，共同支持建设面积约 600

平方的新园，包括 4 个教室，１个活动室，厨房，１套

3 房教师公寓，１个办公室等基础设施。

　　 建成后，可容纳至少 60 名留守儿童在此就读。

　　 项目 2015 年支出 382456 元，已完成基础的主体框架工程，室内粉刷、水电安装工程等收尾工程计划 2016 年３月完成。孩子们的湿水彩

幼儿园运营资助
　　2015 年，幼儿园有 2 名老师，1 名后勤人员，共有 21 名孩子在读。孩子们在华德福幼儿园的节律、爱和温暖中慢慢成长，

身体、心理、精神都有很大改善。家校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通过端午节、中秋节、圣诞节、生日会等节庆活动，让父母

与孩子更加亲近，也让家长更加了解育儿理念，改善儿童家庭教育环境。

新园建设资助

2015 年 6 月，建设前原貌

2015 年 9 月施工情况 2015 年 11 月三层基本完工 2015 年 12 月主体完成

2015 的快乐圣诞 为圣诞树挂彩灯 跟老师一起做烘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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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回声 COMMUNITY  FEEDBACK

　　“通过在华德福学校的见习，让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传播者，只要我们愿意，让教育以学生为本，就

可以带给学校很多改变，带给孩子更有意义的教育。"

——川师大特殊教育专业 候同学

　　“感谢山海源基金会总是慷慨无私地帮助我，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学校和我个人都无法坚持走下去。在此对基

金会的爱与支持表示感谢，也感谢通过基金会支持我们的人。"

——韩城河之畔学校 王老师

　　“这次初中培训让我对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有了更多的理解，我很感谢这次初中培训，感谢遇到了很好的导

师！还有山海源基金会，再一次表达我对山海源基金会深深的敬意！”

——韩城河之畔学校 司老师

　　“参加华德福先驱者夏令营，让我对于‘思考’和‘自由’有了更深的理解，再接触优律诗美、线画，发现每个动作

每个线条都是一段人生。基金会现在做得非常好 , 越来越专业。”

——江门市新会朴素家园 李老师

　　“我们的老师得到米兰计划支持后，将培训所得带入实际工作，开启了她的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旅程。米兰计

划的善心，将被每一个得到支持的人转换为世界的光明。深深感恩。”

——河南郑州 莲子园

　　“感谢基金会的支持，通过培训，很多之前的困惑都没有了，而且培训过程非常滋养，我相信我们老师本身被

滋养了，孩子才会受到滋养！”

——米兰师资养成计划　周老师

　　“参加故事疗愈和舞蹈疗愈活动后，更能体会到社会中有太多的人需要我们帮助，更能感受到很多艺术治疗和
叙事治疗对人的帮助和支持。”

——新教育公益课堂 参与者

来自遂溪菠留守儿童幼儿园的感谢信

尊敬的各位捐赠人：

　　感恩！遂溪留守儿童幼儿园自 2013

年 10 月 9 日办园以来，得到各界爱心友

人的支持和帮助，使乡村的孩子也能享

受到城里一样的华德福教育。在山海源

基金会的帮助下，现正修建一幢新楼，

已建好框架，进入装修阶段。新楼建好后，

将能让更多的孩子、家庭受益。

　　目前，幼儿园有 14 名孩子，两名老

师，一名后勤人员。办园以来，入园的

孩子在身体、心理、精神方面都有很大

改善。

小红：从孤僻到爱说爱笑爱唱

　　这学期入园的 3 岁女孩小红，父母

外出打工，由爷爷奶奶抚养，家里还有

一个小弟弟，经济状况不好。刚来时脸

色灰暗、面容僵硬、眼神呆滞，总是一

个人孤独地站在一边，不愿意接近他人，

同时也抗拒别人接近她。午睡时不肯躺

下，困了就坐着眯眼。老师想抱她睡下，

但她马上惊醒，又固执地坐着。有一次

看到她脸上有伤痕，老师向奶奶了解后

才知道，是爷爷因为她不肯吃饭而动怒

打了她。于是老师告诉奶奶，不能再打

孩子，要多抱抱。入园两个多月以来，

老师们用华德福的方式去滋养她，使得

小红的脸色渐红润起来，眼神有了灵气，

与孩子的互动多了，变得爱说爱笑爱唱，

无拘无束，与刚入园比真是判若两人。

琪琪：与孩子间有了简单的互动

　　不到三岁的女孩琪琪，父亲在外做

生意，母亲由于要照顾几个月大的弟弟，

平时没时间照顾，就让她整天看电视。

刚入园时，就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

种状态像自闭症一样。随地大小便，语

言不清晰，只听她啊啊叫，不肯喝水，

吃饭时到处跑，老师去拉她时，她就烂

成一团泥似的瘫软下来，拖都拖不动，

什么活动都不能参与。老师们通过做儿

童研究，一个多月后，她与孩子间有了

简单的互动，能到厕所大小便，会用简

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坐下吃饭，

不但参与部分活动，而且还很乐意帮老

师收拾玩具。

　　老师们看到都感到很欣慰。

　　我——黄爱珍，代表遂溪留守儿童

幼儿园的全体师生、家长，再次感谢大

家对我园的大力支持！

　　鞠躬！

遂溪留守儿童幼儿园

201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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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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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捐赠名单 DONATORS

（金额单位：元）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胡慶波 300 蓝小姐 150 李兴 365 刘景璐 365

胡文兰 2,000 劳小姐 100 李雪红 350 刘力娜 900

胡贤珍 500 劳玉华 100 李雪莲 930 刘琳琳 815

胡颖欣 20 乐山 ( 张莉 ) 365 李雪梅 365 刘敏 365

胡紫微 365 雷莉娟 1,065 李雪缘 365 刘鹏 365

虎虎妈 280 黎干恒 50 李妍 10 刘茜 365

黄碧琼 200 黎京京 150 李燕 650 刘琴 350

黄东红 350 黎静 365 李屹 200 刘青峰 150

黄海燕 660 李贝 200 李永胜 200 刘若冰 150

黄鸿盛 500 李冰 16,542.05 李玉涛 450 刘莎莎 365

黄莉莉 100 李泊瑶 100 李云帆 365 刘小光 100

黄茂慧 200 李丰 740 李忠玲 365 刘小姐 20

黄敏 300 李红婷 500 李卓 150 刘晓红 150

黄睿 300 李花 150 梁乔峰 200 刘欣 730

黄小姐 20 李慧 150 廖宁 11,200.07 刘雪荣 100

黄晓星 20,730 李金銮 150 林柏彤 365 刘雪瑶 150

黄雪丽 365 李晶晶 300 林春秀 500 刘彦辰 150

黄颖 365 李景军 100 林昊 3,650 刘一 365

贾建梅 150 李静媛 100 林洁 150 刘勇 60

贾铁英 865 李俊 300 林琳 100 龙燕平 1000

简爱 515 李隽睿 500 林熙 150 卢贵连 150

简弘晨 365 李科英 300 林湘 99 卢婧婧 100

江南 300 李莉 365 林小蕾 100 卢柳霞 100

姜红 365 李林花 540 林永超 108 陆万全 250

蒋婧 200 李玲 150 凌飞 515 陆莹 515

蒋岚 150 李美帆 365 凌老师 1000 罗安钥 300

蒋湘艳 150 李娜 75 凌亮 365 罗洁洁 100

欧怡婧 100 李妮可 66.66 刘蓓 300 罗金炼 50000

蒋瑶瑶 440 李强 120 刘兵 200 罗敏畅 150

蒋英 590 李赛丹 365 刘东东 2,260 罗秀英 715

解宁 365 李莎 150 刘豆豆 365 麻辣小龙侠 150

金可 365 李思梅 150 刘光华 100 麦颖雯 30.00 

金小茶 100 李霞 100 刘宏博 100 毛继苓 365

康淑英 365 李先生 20 刘洪敏 365 美霞 365

孔爱英 200 李小华 56 李晓敏 150 缪小丽 300

孔林 665 李晓 150 刘会晶 150 莫丽 300

赖清瑶 500 李晓梅 5 刘晶 365 莫亚琳 300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丁玉明 365 陈泓君 5000 丛琳 20 冯子航 365

 郭婕 1400 陈华霁 360 崔舒嫣 500 付瑜 150

 王宇 365 陈惠 300 崔天恒 200 付玉红 200

 李晓洁 200 陈慧 300 崔学军 1,925 傅慧君 150

 刘姗 50 陈慧俐 88 戴徳 100 高静 350

Cici 200 陈金云 200 戴静 365 高娟 365 

Ding 100 陈静 50000 戴军 36,500 高小姐 100

Megan 150 陈静宇 100 单丽枫 540 高颖 365

白燕 500 陈菊 365 邓静 100 高志娟 365

毕飞艳 365 陈丽桢 300 邓蓉 150 耿千乔 1240

蔡翠丽 200 陈励 150 邓微 100 龚嘉丽 150

蔡剑芬 150 陈美倩 150 邓小姐 150 龚伟鹏 100

蔡小姐 300 陈平平 100 邓鑫 100 古小姐 100

蔡瓒 150 陈萍 300 邓正高 365 顾苏燕 365

曹蓓芳 150 陈青云 800 邓智英 815 管朝阳 365

曹红 365 陈斯 900 丁玲 100 桂雅涵 10

曹一鸣 365 陈素钦 150 丁子益 100 郭菲菲 365

岑伟光 365 陈卫华 200 董妮莎 150 郭慧 150

曾槐铢 500 陈旭莲 100 都书琴 730 海歌 6,920

曾秋玲 50 陈学坤 365 杜丽敏 150 韩慧青 365

曾未 150 陈学敏 100 段炼 150 韩景磊 150

陈 150 陈雪 300 樊华 365 韩晴宇 150

陈 S 300 陈雪莹 1,205 樊巍巍 100 韩素静 600

陈翠丹 225 陈妍 1365 范婷 132 韩璎 365

陈丹 540 陈瑶 150 范昱辰 465 郝珊 150

陈丹梅 515 陈莹莹 300 范准 300 何兵 4,000

陈铎荣 150 陈柚君 600 方元元 350 何海敏 100

陈凤梅 465 陈禹峰 150 冯宝仙 450 何惠兰 1150

陈观英 200 陈志光 440 冯春蕾 200 何静怡 150

陈海波 200 成麟 150 冯德意 500 何琴 365

陈海潮 4000 成永恒 150 冯其伟 100 何雪梅 50 

陈海兰 200 迟逍 515 冯小姐 20 何颖 515

陈海燕 325 春艳 365 冯亚超 365 何永亮 365

何韵倩 100 贺伟宇 150 洪流 615 侯彬杰 365

贺海珍 320000 贺娓娜 350 洪滔滔 300 胡道友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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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莫志超 100 孙涛 150 王昕 200 肖健宁 365

聂文珍 365 孙晓燕 200 王雪 350 肖小科 365

潘登 20 谭芳 650 王琰 250 肖雪君 350

庞鹤 100 谭潭 150 王艳玲 365 小飞象 365

庞珍 1000 谭玮 200 王艳萍 440 谢春晖 100

彭才莲 200 谭霞 365 王燕 10,000 谢丰 150

彭洁霞 100 谭友 20 王漪 445 谢先生 200

彭良 200 唐灿伟 365 王怡然 365 谢雪芬 150

彭越妈妈 150 唐苗 300 王怡婷 200 谢奕娟 300

齐非非 365 唐亚琼、郑武 1825 王英霞 350 謝昊桐 365

千寻 365 陶红 150 王瑛 365 心漫 30

钱蓓蕾 365 田思安 1,065 王影 200 邢丽辉 365

钱莹莹 515 万锡根 365 王子彬 500 邢艳 150

乔素丽 150 万总 66 魏敏 350 熊淑娟 150

秦阿眠 365 萬智欣 150 魏永镜 400 徐博 98

秦英英 200 汪志红 830 魏园 0.11 徐婧 20

青唐 50 王超 365 温海敏 150 徐欣 200

全唐秋 200 王晨燏 500 文文 365 徐翊 365

任慧娟 200 王翠菊 300 文向前 225 徐宇 300

任小姐 300 王恩莉 365 吴蓓 20,000 徐志宏 150

沙丹丹 365 王红玲 365 吴婧 365 徐子岚 350

邵菲菲 150 王慧 175 吴开萍 325 许鲜艳 990

邵鑫 365 王佳丽 300 吴曼 365 玄艳波 365

申碧霞 200 王佳玮 200 吴暖仪 50 荀永霞 200

石凌波 365 王静 150 吴淇淇 225 杨海棠 200 

时微 200 王君秋 20 吴秋波 140 杨莉 150

史晋红 150 王丽 365 吴适 365 杨茂健 100

舒卉 75 王丽霞 75 吴伟红 2000 杨巧欣 75

丝丝妈 20 王丽仪 200 吴溪河 100 杨蓉 400 

宋海丹 200 王莉 10,000 吴瑕 150 杨蕊 365

宋宏 100 王领 365 吴秀玲 100 杨松乐 500

宋琴 365 王如昕 365 吴圆圆 540 杨婷 100

苏畅 200 王烁婷 385 伍海明 100 杨童桃 10.00

苏广发 500 王涛 730 武桢 365 杨雪 712.00 

速晨 200 王天惠 365 武正丰 150 杨艳华 150

孙建萍 365 王小姐 80 曦曦妈妈 200 杨永华 200

孙杰 150 王晓霞 300 冼众心 100 杨越 75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捐赠人 捐赠金额

杨云萍 500 张俐 23730 赵志芳 20 邹木莲 100

姚岚 365 张莉 730 郑培林 365 邹璇 850

叶绍明 100 张莉莉 150 郑善渊 100 邹雨彤 150

叶淑玲 350 张琳 465 郑生 100 左华 200

叶晓钢 350 张玲 150 郑为明 100 朱建平 1040

叶秀枝 100 张美婷 365 郑文燕 160 朱敏 200

叶志刚 200 张鹏 365 郑小霞 100 朱寿传 3,658

一然 1000 张荣斌 100 郑晓宏 88 朱月娴 200

意绍 58 张圣田 20 支付宝 1.00 祝志勇 200

殷学静 100 张淑春 365 钟冠君 100 赵希鑫 365

银兰 365 张爽 150 钟奕 365 赵小姐 20

尹淇 1000 张涛 150 周昌燕 100 赵晓丽 365 

英子 100 张卫东 100 周臣珺 100 赵晓英 350

英子 150 张显 365 周德强 100 赵阳 350

于丽寒 365 张小姐 48 周果维 200 张靖童 50

于娜 365 张晓楠 100 周红艳 50 张静 730

于莎莎 365 张艳 300 周欢欢 365 张珏 150

于莹 365 张杨 365 周慧春 75 张黎黎 150

余欢 535 张叶华 100 周晶 350 庄靖平 365

余伟鸿 100 张依 100 周莉 965 张激 150

袁兵 100 张涌 365 周琳琳 365 张剑 150

袁婉儿 150 赵春艳 175 周梅洁 36 赵宁 365

翟春菲 100 赵慧琼 300 周萌 200 赵清清 200

詹爱萍 150 赵继芬 500 周萍 100 朱冰玉 300

詹霞 150 赵佳怡 365 周小波 365 朱峰 100 

张碧容 365 赵娟 365 周小英 150 周志娟 365

张琛 365 赵浚哲 465 周雪媚 150 赵玫玉 200

张帆 2,275 赵丽 300 周炎 100 张焕涛 515

张欢 20 赵璐 200 周莺 365 宗如 孔林 150

徐晓颖 300 欧阳辉等 207201 上海甜妈 365 上海微明大地 365

元元 10 成都润心园 1,560.79 深圳百合院 1,825 爱德基金会 270,604.87 

福州竹心园 2,014 大连互助会 25157.9 上海音乐工作坊 7270 银川禾一学院 1000

广州力柏能源 6000 莲心家长 1,600 沈阳行知学苑 2000 大连雪绒花 1490

华德福生活馆 6,223.05 四川樱之旅 18000 福瑞学校 400 上海禾心源 2043.36

大连爱之翼 365 大连彩虹 1085 大连泰德嘉源 365 银川罗龙 1000

无名氏（合计） 2,7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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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莫丘利华德福生活馆

广州童爱鸣远幼儿园                                

广州吉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定森林之子幼儿园                                 

沈阳母乳协会                                                                                             

广州自然童年工作室                                 

广州鼎艺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合欢自然生活馆                                       

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宣丽小铺                                                

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

小豆豆推广平台                                       

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

深圳市优帆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青岛高新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市千禾社区公益发展基金会 

长春诺亚心驿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

广州览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广州市灯塔计划青少年发展促进会               

大连市少儿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指导协会                                                                     

深圳市慈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华德福驿站

广州市越秀区博雅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陕西韩城河之畔学校

绵阳华德福青龙学园

银川七米少儿美术工作室

银川上善若水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大理毓英华德福实践学校

贵阳森林学校

华德福港湾丽都儿童之家

友心人心理社区

珠海金路幼儿园

长沙原陆华德福学校

成都东蜀华德福小学

成都华德福学校家委会

深圳共同成长梧桐山学苑

广州海容学校

绵阳众生书院

沈阳福瑞幼儿园

深圳市南山区育德幼儿园

上海甜妈儿童之家

沈阳行知华德福实践学苑

 . . . . . . 

合作伙伴 PARTNERS

感恩鸣谢
　

　　 感谢每一位捐赠人，因为有您，我们才能让改变发生。

　　还有众多在腾讯乐捐上为我们的项目捐款或发起一起捐的朋友，
我们无法一一答谢，只能加倍努力，希望与您携手同行，

用行动回报每一份爱心，回报社会，关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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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 直接
捐赠

爱心
产品

支持我们 SUPPORT

企业公益合作

协助公益推广

获得公益项目反馈

志愿服务或专业指导

共同举办筹款活动

1

2

3

4
5

参与

1 扫描微信公益店

2 淘宝公益店

http://shop100895984.taobao.com/

3 支付宝汇款

4 银行汇款

账户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账号：44001580909053002721

账户名：广东省山海源慈善基金会

支付宝账号：shy@shycs.org

5 其它资源提供

注明：汇款时请注明捐赠人姓名及意向项目，如需收据请备注，我们将会为您开具广东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捐赠专

用收据 ( 可抵扣个人或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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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华德福之友名单

华德福之友合作单位：

广州莫丘利华德福生活馆 　大理古城如水客栈　大连爱之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如果您的机构愿意出一份力，欢迎联系我们，成为“华德福之友合作单位”，为华德

福之友提供活动及资讯等服务，携手推动华德福教育的发展。

【每天 1 元，加入 2016 华德福之友】

项目介绍：华德福之友项目的发起，旨在号召伙伴们发挥“1+1+1……= 无限大”的影响力，让爱心流动，合力推动华

德福教育的发展。

参与方式：每月捐赠 30 元 / 每年捐 365 元

您将助力：华德福老师的培养与成长；乡村孩子接受华德福教育；国内创新教育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华德福

教育理念的推广传播等。

您将收获：结识小伙伴，交流教育经验；优惠参与合作机构举办的活动；由您举办活动邀请大家参与；及时获知基金

会各个项目进展。

一次捐赠 365 元以上的华德福之友我们将为您寄送华德福之友证书。

 丁玉明 冯德意 解宁 刘莎莎 王领 银兰

 王宇 冯亚超 金可 刘欣 王如昕 于丽寒

毕飞艳 冯子航 康淑英 刘一 王烁婷 于娜

曹红 高娟 孔林 陆莹 王涛 于莎莎

曹一鸣 高颖 雷莉娟 罗安钥 王天惠 于莹

岑伟光 高志娟 黎静 罗秀英 王艳玲 余欢

曾槐铢 耿千乔 李丰 毛继苓 王艳萍 张碧容

陈丹 顾苏燕 李隽睿 美霞 王漪 张琛

陈丹梅 管朝阳 李莉 聂文珍 王怡然 张帆

陈凤梅 郭菲菲 李林花 齐非非 王瑛 张焕涛

陈华霁 韩慧青 李美帆 千寻 魏永镜 张静

陈菊 韩璎 李赛丹 钱蓓蕾 文文 张俐

陈斯 何琴 李兴 钱莹莹 吴婧 张莉

陈学坤 何颖 李雪莲 秦阿眠 吴曼 张琳

陈雪莹 何永亮 李雪梅 沙丹丹 吴适 张美婷

陈妍 洪流 李雪缘 邵鑫 吴圆圆 张鹏

陈柚君 洪滔滔 李云帆 石凌波 武桢 张淑春

陈志光 侯彬杰 李忠玲 宋琴 肖健宁 张显

迟逍 胡道友 林柏彤 孙建萍 肖小科 张杨

春艳 胡紫微 林昊 谭芳 小飞象 张涌

崔舒嫣 黄鸿盛 凌飞 谭霞 謝昊桐 赵佳怡

崔学军 黄晓星 凌亮 唐灿伟 邢丽辉 赵娟

戴静 黄雪丽 刘豆豆 田思安 徐翊 赵浚哲

戴军 黄颖 刘洪敏 万锡根 许鲜艳 赵宁

单丽枫 贾铁英 刘晶 王超 玄艳波 赵希鑫

邓正高 简爱 刘景璐 王晨燏 杨蓉 赵晓丽

邓智英 简弘晨 刘琳琳 王恩莉 杨蕊 郑培林

都书琴 姜红 刘敏 王红玲 杨松乐 钟奕

樊华 蒋瑶瑶 刘鹏 王佳丽 杨雪 周欢欢

范昱辰 蒋英 刘茜 王丽 姚岚 周莉

周琳琳 周梅洁 周小波 周莺 周志娟 朱寿传

庄靖平 乐山 ( 张莉 ) 唐亚琼、郑武 成都润心园 福州竹心园 深圳百合院

大连雪绒花 大连爱之翼 大连彩虹 上海微明大地 上海甜妈 大连泰德嘉源

扫一扫
加入华德福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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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成员及监事

贺海珍  理事

基金会创办人

曹卫国  理事

基金会创办人

李军  理事

大理毓英华德福学校创办人

李泽武  理事长

成都华德福学校校长

孙迪茶  理事

投资管理专家

管朝阳  监事

IT 软件开发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