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自 2011 年 5 月成立之日
起，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始终
秉承“由力而起，由善而终”的
慈善宗旨 ，纳慈于心 ，施善于
行，以极强的社会责任心和公
益热忱肩负着 “取之社会，回
报社会”的使命，在公益领域，
尤其是慈善教育领域，贡献着
自己无私的力量。

追寻上海华信公益基金
会一路走来的慈善之路，时至
今日总共开展了以下几项主
要的公益项目：

“情暖功臣 ”活动———关
爱革命伤残军人、 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遗属

“上海公益伙伴日 ”活
动———寻找公益伙伴，上海公
益领域跨界合作新尝试

“戎星点点”项目———“三
属”子女助学项目

出资修复萨镇冰墓道碑
回归原址———纪念革命先烈

资 助 北 大 台 湾 研 究
院———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爱心图书室 ” 捐赠图
书———捐书助学献爱心

中国华信荧光支教公益
项目———上海支持甘肃乡村
教师培训工程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由力而起，由善而终
“情暖功臣”活动

本项目于 2011 年 9 月启
动， 主要面向徐汇区龙华街道
的革命伤残军人和“三属”开展
了具体工作。基金会制定出“定
期资助，多方协作，积极反馈，
相互促进”的方针，由基金会出
资， 委托有成熟经验的社会团
体来照料优抚对象， 并通过被
优抚者及其家属的意见反馈来
监督， 使精神抚慰项目一丝不
苟地落到实处。 同时针对社区
和街道内的革命伤残军人及

“三属”对象，一支以上海高校
医疗、 心理专业的大学生为基
础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应用而
生。 他们通过 1 对 1 或 2 对 1
的形式， 为龙华街道的革命伤
残军人和“三属”带去了贴心的
慰问和温暖的关怀。 上海华信
公益基金会在 2011 年 9 月 7
日中秋节，2012 年 1 月初，在
龙年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向
龙华街道的重点优抚对象派送
了慰问品， 并向他们带去了新
春的祝福。

“上海公益伙伴日”活动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上海
华信公益基金会本着学习与借
鉴的精神， 参加了在上海展览
中心举办的首届“上海公益伙
伴日”的活动。

在 11月 27日“上海公益伙
伴日”的闭幕式上，上海华信公
益基金会秘书长连敏玲与福州
简单助学团队负责人郑斌签署
了“戎星点点—在福建”助学项
目合作协议，双方的合作目的是
解决英烈后代的教育问题，将在
福建地区对符合条件的烈属、因
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的家属
（“三属”） 子女进行小学至大学

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上海华信
公益基金会与福州简单助学团
队在“伙伴宣言”的精神鼓舞下，
“牵手”合作，为此次伙伴日活动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为期三天的“上海公益
伙伴日”活动中，上海华信公益
基金会参加了公益沙龙、 高峰
论坛、 企业公益创新宣讲等互
动项目，与政府有关部门、社会
公益组织和企事业团体展开切
磋交流， 达成了多领域多层次
的合作意向， 并对一些公益项
目有计划地进行了策划研究。

“戎星点点”项目

“戎星点点”助学项目是针
对家庭生活较为困难的革命烈
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病
故军人子女的助学活动， 旨在
解决他们的受教育问题， 促进
他们实现人生理想， 帮助这些
困难家庭走出困境， 告慰为民
族独立、 国家富强和人民解放
事业做出卓绝的贡献的诸多革
命先辈。

出资修复萨镇冰墓道碑

2011年 10月 15 日由上海
华信公益基金会、 福建华信控
股集团共同实施修复的萨镇冰
墓道碑回归原址。 萨镇冰 1952
年病逝后， 附葬于其父萨怀良
墓中， 当时的福建省政府为其
建造了这块墓道碑。 2005年前
后，墓道碑失踪，萨氏宗亲四处
寻找，直到去年 11 月 2 日才在
地下发现。 修复完成的墓道碑，
碑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首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
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
员、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
员会委员、 福建省人民政府委
员会委员萨镇冰先生墓道”，碑

左沿书“萨镇冰委员附葬怀良
先生墓”，碑右沿题“公元一九
五二年四月”，原先断裂的位置
已被修补，裂痕处理得很好，萨
氏后人对此也比较满意。

资助北大台湾研究院

2010 年 5 月，上海华信公
益基金会出资对北京大学台
湾研究院进行赞助，帮助其更
好地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进
行科学研究。 北京大学台湾研

究院是北京大学从事台湾问
题综合研究、政策咨询和对外
交流的学术机构。 台湾研究院
在台湾研究中心基础上于
2010 年 6 月组建。由北京大学
台湾研究院负责举办的“全球
华人学者台湾问题研讨会”已
列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五大品牌会议序列，在对台研
究领域和海峡两岸均产生了
较大影响。

“爱心图书室”捐赠图书

2012 年 4 月 24 日， 上海

华信基金会秘书长连敏玲和上
海华信石油集团的副总带队参
加了于福州举行的“爱心图书
室”捐赠仪式。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积极
响应由福建省教育厅关工委组
织发起的“捐书助学献爱心“活
动，对福建省南平建瓯、宁德寿
宁以及福州地区的 10 所中小
学捐赠 8000 册图书，以此帮助
当地学校建立爱心图书室。 上
海华信公益基金会希望借此善
举作为回馈社会、 支持福建省
教育事业， 支持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向弱势
群体献爱心的实际行动。

此次捐书助学活动，不仅让
孩子们通过书本认知了外面的
世界，也是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对教育事业的阳光关怀，不仅传
播了基金会良好的公益形象，更
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昭示。

中国华信荧光支教项目

2012年 6 月 12 日，甘肃省
相关领导一行， 就上海—甘肃
支教项目， 来沪进行访问与交
流。 会上，上海市教委、甘肃省
教育厅、 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三方达成一致，自 2012 年 7 月
起，建立并实施《中国华信萤光
支教公益项目》 即上海市支持
甘肃省定西市农村教师专业发
展三年(2012-2014)行动计划。

该计划充分发挥上海市教
育、人才资源优势，通过上海华
信公益基金会的资助， 组织身
体健康、热心公益、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的专家和教师， 到定西

市进行短期代课、示范教学、理
论讲座； 组织上海市优秀应届
本科大学毕业生到定西市的农
村中小学进行义务支教； 安排
定西市中小学校长分期分批赴
上海市挂职学习； 组织定西市
部分优秀中小学教师到上海

“影子”基地中小学进行观摩体
验、考察研修。结合定西市教育
现状， 开展以互派教师培训和
支教交流为主的针对性培训。
通过实施“上海教师陇上行”、

“萤光计划”、“映雪计划”、“雏
鹰行动”、“网一起”等五个培训
模块，开展支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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