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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执行报告

概述：

天使之羽是 2017 年在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设立得专项基金，以发扬、传播、

推广公益文化及慈善资助为宗旨，致力于守护儿童的成长，做公益、有趣的美学

通识教育，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让美学教育不止于精英教学，普罗大众和乡

村孩子都能成为受众，有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以及其他得慈善救助及公益活动。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向社会筹集善款 1590710 元，

全年公益活动支出 891190.47 元。

其中善款使用如下：

项目名称 支出 备注

云帆渡助学 551520 善款已由专项转至北京华远达基金会执行云帆渡

项目，在执行中

天使之羽音乐之光 13000

乡村学校心理咨询师培

训

180000 善款已由专项转至北京博笃问思公益服务中心执

行，项目在执行中

天使之羽活动杂费 19881.47 活动差旅费、餐费、劳务费、摄影费、税金

行政费用 100000

其他助学活动 26789 资助华远达助学款及打印机

总计 891190.47



一、 天使之羽云帆渡助学活动

（因活动文件资料较多，本报告仅展示部分资料，其余请向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北京

华运达基金会查询）。

转款截图：



捐赠发票：





以下核销资料仅展示部分，其余请向天使妈妈基金会或者北京华远达基金会查询





天使之羽专项基金云帆渡助学项目截止到 2021 年，共资助贫困学生人次 566 名，

资助金额共 1050400 元(部分由北京华远达基金会支付）。其中弥渡资助 437 人次，

助学金额 769400 元。凉山 129 人次，金额 281000 元。



1）2021 年 5 月份凉山发放助学金，走访。

在 520 这个关于爱的日子前夕，天使之羽云帆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

我们走进山区里的十所几乎都建在高原断崖上的学校，是为了将孩子们对父母的

思念拍摄成视频，由监狱的工作人员带给狱中服刑的爸爸妈妈。

三十多小时盘山路，感觉上拐了几万个弯，我们几乎都是驰骋在断崖旁的羊肠小

路上，还路遇山体石头滑落，路过满地的碎石，胆战心惊地前进，最高海拔处达近四

千处，我们被高反和持续的晕车充斥着。

由于疫情，更因为山路崎岖，山里的孩子去监狱看望一次服刑中的父母，是件非

常艰难的事。

这些孩子人数不多，但是及其分散，就像星星散落在天涯，也像岩缝中顽强的

小草，生生不息。

这些孩子与普通贫困家庭的孩子最大的区别是自尊心极强，又十分压抑，一路走

来，十万分的艰难。

但凡是名单上的孩子，我们只要一介绍说这个助学金来自于孩子服刑家长的申请，

来自监狱，立即眼泪打转，忍不住的落下，止都止不住，让我们不少现场发放人员一

起陪着红了眼眶。

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的容颜和情绪，让我们公益人员，不得不做出特别的考虑。

我 们 在 公 布 照 片 的 时 候 ， 会 用 特 别 制 作 的 卡 通 头 像 ， 来 替 代 孩 子 们 的 真 实 面 容 。



目前天使之羽云帆渡帮助服刑人员的失学、贫困未成年子女项目，正在向四川省

的全部监狱推广。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政府各层面的高度认可，也得到了

更多爱心人士的支持。

一路上，各政府部门都对这个监狱助学专项，提出特别的赞赏和期望。这么专一指向、

大规模的助学，是对孩子生活学习上的照顾和鼓励，更是服刑犯人积极改造的催化剂，

给家庭带去了双重的意义。政府希望这样的项目不但要继续，还要再多资助一些孩子，

因为每个这样的孩子都有需要。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经当地校长，老师介绍，很多年前这里的山路更加崎岖陡

峭，现在山路被开发了很多平坦的道路，而如今有些学生回家仍需走单程两小时的山

路。



路上大家不禁感慨，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需要多少人在为扶贫工作努力。

国家政府的大力政策，当地的领导干部，基层的校长老师，相关扶贫人员，社会公益

组织，爱心人士。凉山发展到当今的巨大进步，是多少人努力的结果。很欣慰，我们

在下一代孩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及笑颜，就像一路伴随我们，开

在断崖上的索玛花。

服刑人员子女，这些无辜的孩子脆弱又敏感。谈起爸爸妈妈，有的表现麻木，有

的失控泪流满面。

由于太过贫穷落后和对法律意识薄弱，很多妇女利用怀孕或哺乳期时机犯罪。这

些孩子的母亲因犯罪在怀孕、哺乳期，处于取保侯审或监外执行，哺乳期（8-12 个

月）一过就进看守所或监狱了。所以他们有的几乎从未看见过爸爸，有的对妈妈也没

有什么记忆。

听班主任老师说阿呷是个非常内向的男孩子，父亲在服刑，母亲早已过世。我



试图跟他聊天，他一直低头不说话，过了好久，他对我说：“我听说，我还是小小的

时候，她曾经抱过我。”我问是谁？他不做声。我又问：“是妈妈吗？”他点了点头，

把头低了下去。我问他：你想爸爸吗？他又许久不说话。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抬起

头喃喃的对我说：“他说，我 13 岁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我想快点长大，我等他回

来”

阿扎的父亲因病失明，母亲担起重任抚养四个孩子，最终母亲犯罪服刑，那年阿

扎才 8 岁。在我们走访中，他是为数不多母亲会经常打电话给他的。他说：每个月可

以打一次电话，一次五分钟，这是狱中的规定，那五分钟成为他每个月最期盼的时刻。

阿扎说，他一直鼓励母亲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等他读完大学，母亲就回来了，

一家就团圆了。



由于过多事实孤儿，尚无自理能力的孩子面临无人照顾，政府建了一所特殊的全寄宿

学校，这些孩子大多来自于父母无音讯或去世，或在服刑。

8 岁的地木说：“我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还稚嫩的有点脏的小脸，说出这

些话时很平静。我问，你想见爸爸妈妈吗？他摇了摇头。

吉尔很小时，爸爸去世，母亲服刑，彝族人很重视家族亲情。她和四个兄弟姐妹跟

姨妈生活在一起，加上姨妈家五个孩子，姨夫靠放羊抚养这十个孩子。吉尔说，她想

快点长大，帮姨夫承担重任。

吉尔希望在暑假自己坐车去监狱看望母亲，我说最近很想妈妈是吗？她说，不是最近，

是一直都很想。倔强的小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说这句话时，她眼圈红了。



小英家里有六口人，除了她，爸爸妈妈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狱中服刑。老师

说她很少说话，但学习成绩很好也很努力。我问她最想念谁？她说是姐姐。我说不想

妈妈吗？她想了想对我说，没见过妈妈，我对她没什么感情，她也没有在我身边过。

国家扶贫力度的大力开展，落实在孩子们身上的福利政策非常令人欢喜。

基层有关部门，校长和老师会对每一位辍学的孩子寻找机会，即便建在断崖上的学校

都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学楼。

老师们对于特殊情况的学生都会格外关心，走访中几位老师谈及班里特殊情况的孩子，

就流泪不止。并主动提出是否可以由老师带着同学去监狱探望他们的父母。



据县上领导描述，即便有的同学成绩不理想，考不上高中，仍然可以读职业技术学校，

也会有对口就业部门。

我们在这一代孩子的身上看到了凉山明天的希望！但现在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家庭

环境特殊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他们将来如何面对原生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如何克

服心理障碍，重建自己的价值观。这也许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凉山，有多陡峭就有多壮丽。这一行我们收获颇多，为扶贫工作的巨大成果感叹！为

山里淳朴的人们，可爱懂事的孩子们感叹！

向驻守在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致敬！感恩每一位捐款人，与我们共同守护这些山里的

“索玛花”一样顽强生命力的孩子们。

未来可期，因为爱会创造奇迹！

2）2021 年 6 月弥渡助学金发放

2021 年 6 月 29 日—7 月 1 日，天使之羽云帆渡助学项目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

之际，第三次再赴弥渡，与捐赠爱心人士代表桑维英、武静一起给 112 名受助学生发

放了 2021 年春季半年资助款，其中小学 50 人，初中 28 人，高中 34 人。

发放参与人中有党员，有非党员。但是都怀着一份拳拳赤子心，用行动来身体力行了，

我和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



云雾缭绕的山区学校，几乎都是电脑缺乏或老旧，其他相关电子办公设备就更加缺乏

了，老师们工作很不方便。上海临港城投的桑总这次请求兴业全球基金公司捐赠了十

台换新的电脑给弥渡的学校，在去弥渡苴力镇五台完小看电脑安装使用的情况后，看

到捉襟见肘的办公设备，与捐赠人武静一起，当即决定再购两台打印复印机捐赠给学

校。

整个发放过程井然有序。在当地教体局以及各校领导等陪同下，分完小和中心小等三

个发放点进行。



大家和受助孩子们见面、聊天、拍照，会场互动气氛热烈。我们告诉受助家长和孩子

以及老师们，这个项目是长期的，直到他们初、高中毕业，只要能考上大学，需要的

话仍然可以资助。

同时也希望他们以后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想法，问题和成绩，都可以跟资助他

们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汇报。用有温度的方式跟孩子们接触，汇报后，也得

到了爱心捐赠人士的认可和支持。

同时也希望他们以后在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种想法，问题和成绩，都可以跟资助他

们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汇报。用有温度的方式跟孩子们接触，汇报后，也得

到了爱心捐赠人士支持和认可。



浦东对口帮扶弥渡县的赵副县长，弥渡教体局董局长、卻副局长和杜杏华老师，不辞

辛苦的在有限

时间内，陪着我们走访了更多的学校和家庭。一路颠簸，收获颇丰。

这次发放，桑维英和武静女士，还买了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去到他们的家里看望，她们

的善举温暖了贫困家庭。用爱心言传身教，也培养了随同一起前往的自家孩子的社会

责任。

3）2021 年 12 月弥渡助学金发放

天使之羽云帆渡 2021-2022 学年助学金发放，12 月 14 日开始在彩云之南的大理弥

渡进行。

本次发放原则仍旧是每年助学金为：小学 1800 元，初中 2400 元，高中 3000 元，

大学 5000 元。

在发放过程中，我们项目又新获更多爱心人士的加入，并新增资助 30 名学生，这 30

名同学的助学金计划在春节前发放。

发放和走访同时进行，从弥渡县职业高级中学开始，几天之内要去到多所学校。



从清晨到月明，一天之内翻山越岭，前往 6 所学校进行发放，整个发放过程从县城到

山区，从白昼到黑夜。

在弥渡高中发放时我们了解到，孩子们 6 点起床，7 点 10 分出现在教室，晚上 11

点下课休息。所以，当学校老师感谢我们的辛苦走访时，我们只能说学生尚如此努力，

我们不敢言累。



教体局领导也感慨道：我们虽然辛苦，也只是多帮了一个或者少帮了一个孩子，但是

对这些被帮助到的贫困孩子和家庭来说，可能却是尤为重要的，重要程度可能会改变

孩子一生。

发放和走访过程中，有不少孩子今年升到大学了，他们的助学金会直接汇入这些在县

外上学孩子的银行卡上。而这些家长，有爷爷，奶奶，父母，兄姐等等，听说了基金

会发放的行程，纷纷前来相见，争取与我们交流，告知我们孩子在新学校的情况，与

我们分享这一份喜悦，更有一份感激向我们表达。让我们转达带回这份感恩，告诉这

些爱心资助人，因为有你们的资助，孩子学习期间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雪中送

炭，让孩子永生难忘。



捐赠人代表杨锐也认真地回复，之所以要前来见一下孩子和家长，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在千里之外，那些素味平生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仅仅是凭着一则短短的资料信息，

毫不犹豫的拿出收入的一部分，不求回报地帮助这些困难家庭的孩子，也是值得尊重

和感恩的！我们亲自把这份爱来传递，也是让资助人放心，我们接受到了你们爱的给

予，并且带回了被捐赠人的感恩和汇报。

我们发放的是助学金，不是奖学金。我们并不把成绩作为绝对衡量标准，我们希望孩

子们把好的学习态度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增添一份自信和尊严，也是

我们助学的目标。因为智商有高低，未必每个孩子都能拔得头筹。但是将来走出校门

也是需要终身学习和成长的。只有这种好的态度，才会让孩子走得更远，飞翔得更高。

感谢信内容分享

这些是节选于几百封感谢信的其中几个段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孩子们满满的感

恩。

看到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写出的感谢信，工作人员都觉得自己的付出还是有意义的。

“我要变得更强，我可以变得更强。您们都是照亮我阴暗昏沉世界的一束光，让我不

再害怕黑暗，星星只有在最黑暗时才会发出最耀眼的光。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



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看着前方，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叔叔，我想每个人都会

有一段低谷期，对吗?熬过最漫长的黑暗，我们一起走向充满阳光的明天。我们一起

努力，在高处见！“

”要把您们比喻成什么呢?一轮暖阳，一缕春风，还是一滴甘泉？我想都不够吧，在

我这里，您们是那股力量，那股温暖，令人感动的强大力量。“

“我每天都积极学习，努力上进，对学习充满了积极与热情。从上课走神，打不起精

神到现在热情满满，充满活力。从之前魂不守舍，浮躁压抑到现在沉着冷静，从容面

对。每一次细微的改变，都离不开您的深切关怀。您的关爱让我不再自卑。让我在他

人面前不再低头卑微。我会常怀感恩之心，乐于助人，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命运，用

勤工俭学来为家庭减轻负担，争取做一个您一样的好人，我会永远铭记您的善良。”

"是因为这笔助学金，让我有了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动力，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并

带着一份坚持的关爱一直走下去。您的关爱，让我在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感受到我并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自己战斗。一场疾病，让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

了疑惑，迷茫。您不仅在物质上给了我帮助，在精神上的援助更是意义深远。是您又

给我高中生活一次温暖，让我看到了我的世界也有了美丽的色彩，改变了我的价值观。

知道了生活并不是没有希望，知道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您也为我树立了榜样，让我

走出大山的欲望更加强烈，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一路有着朋友的帮助，老师的教诲，亲人的支持，而您们，又

是裂缝中照进来的那缕阳光，助我们成长。感谢相遇，感恩关爱，您们在为世界填一

份温暖，世界也因您们而变的更加绚烂，但愿终有一日我也有能力像您们一样，接下

这只爱的接力棒，去帮助别人，去温暖别人，用微薄的力量在为世界添一份温暖!



“阿姨，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但当我提起笔时，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无法用言

语表达我对您的感激，我的心就像翻腾的浪花，久久不能平静。您的关心与帮助给了

我温暖的春天，只言片语不能言尽我的感激之意。您的助人精神将在我们身上延续。”

“之前，我是一个不太积极向上的孩子，父亲生病后，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一直独

来独往。自从那次您们来了之后，我不再是个孤独的女孩了。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

了一点。因为我知道我的身后，不只是我一个人，我还有您这样爱心人士的关怀，我

懂得了善良，这是一种选择。



二、 “乡村学校心理咨询师培训”公益项目总结（第 1阶段）

活动是由天使之羽专项基金联合北京博笃问思服务中心发起，具体由北京博笃问思服

务中心执行。目前项目活动在陆续执行中。

转款截图及捐赠发票

目前在中小学里，学生出现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对学生的心理建设也前所未有

地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但是，心理培训的师资严重不足，即使在大城市都是如此，

边远地区的学校更是缺乏了。



心理健康教育，其实是教育的底层建设，真的应该是大中小学老师们的必修课。但是，

在中国很多的县级医院里，很多连一个精神科都没有，我们希望通过在县级教育系统

内对老师进行培训，如果能通过我们的培训，让老师们学会及早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

并做出初步解决，有严重问题的可以及时送医。

与云南大理弥渡教体局沟通时，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当地教师对心理教育方面的需求

非常大。因为 2021 年 12 月我们对当地 140 多名女性老师、130 多名班主任，100

多名中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做了 3 天长达 18 个小时的《积极视角看压力职业化

情绪管理与职业舒缓》和《女性情绪特质与成就优势》的讲座，三天不同内容的课程

都受到了当地老师们的热捧。

弥渡县教体局提出希望能有 400 位老师能进行学习，与此同时，相邻的祥云县教体局

也提出了希望有老师参与学习的需求。

面对这样的要求，我们感到了自己重大的责任，单凭我们的力量，是不能圆满完成这

个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和兄弟基金会和民非组织多次沟通协商后，由北京

民政局下的民间非营利公益组织博笃问思公益服务中心牵头，联合北京华远达公益基

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甫寸医基金、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天使之羽专项基金以及

浦东新区青年英才营专项基金成立了“乡村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培训”公益项目，项目

计划为云南大理弥渡和祥云等县的德育主任和老师们分批、分层进行生命安全和心理

安全课程的培训。项目帮助已经有实战经验的德育老师，都得到专业的心理课程培训，

德育老师每人均可以在学校里给孩子们开设课外心理辅导课程，并为学生们提供初级

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树立健全、健康的人格，加强心理素质，实现学生的综合

发展。

项目开展概况：



从 2021 年 7 月开始筹备，到 12 月发起了“乡村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培训”公益

项目。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到 2024 年 11 月, 计划三年内每年开展 1-2 次培训活动，

为了打造这个项目，我们在北大医学部学生工作处郭琦、人民网唐晓勇等老师的帮助

下，构建了我们雄厚的心理课程专业团队，各位专家们在百忙中设计出相应的课程。

这些爱心专家是：

唐晓婷博士 健康教育促进中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董问天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主任医师

陶 炯教授 中山大学第三医院精神科 主任医师

蒲城城教授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副主任

赵 媚教授 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心理与精神健康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馨影老师 传播学硕士 国际教练联盟认证情商教练、父母教练；资深沟通与领导力

讲师；心灵图卡导师；沙盘治疗师。

郁 良律师 法学硕士律所合伙人 FRM 金融风险管理师

第一阶段项目开展方式和地点：

线上课程是北京、上海、弥渡、祥云等地。

线下地点是大理弥渡和祥云；

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如约给弥渡和祥云学校老师举行了线上课程心理培

训课程的第一堂课，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顺利结束。

在短短的几天网课培训期间，专家们讲的认真，老师学员们听的仔细，课后还意

犹未尽，纷纷提出了自己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请专家归纳后解答。更为重要的是，老

师们也认识到了自身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达到培训预期。



下附学习反馈。

三、 帮助郑州音乐之光大水后重建公益课堂

（活动超出费用由机构自行承担，因相关票据较多，详细请向天使妈妈基金会查询或咨

询 4000624885）



视障儿童是弱势群体中最为困难的群体，受到无视力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孩子们无论

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比之于常人，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更

多，采用有利于他们这个群体适应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能用更通俗易懂的贴近他们

生存法则和习惯的教学语言进行授课，也才能促使他们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掌握课

堂所学。

音乐之光近几年来积累的特殊群体音乐教学的方法和经验为基础，集合新时代下科技

发展的便利程度和使用普及度，音乐之光也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将新兴的教学方法

运用到对盲童教学的过程中来。



2021 年七月,郑州暴雨骤降,大水漫灌了整个城市，之后音乐之光所在的办公楼又因为

其他培训机构的停业，整栋楼关闭,郑州市音乐之光志愿服务中心也被迫搬到了新的

地方。所以音乐之光当务之急是灾后重建，帮助音乐之光重建公益课堂也是天使之羽

的当务之急。

在新的公益培训场所,天使之羽公益课堂，音乐之光又在已经开展的二胡、钢琴

及盲谱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声乐和中阮课程，针对视障儿童特点，采用小班与大班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通过将手势法加以肢体化动作解剖的方式，通过对盲童日常学习能力和共情能力

的感知与训练，通过针对视障儿童群体开展的演绎化训练，激发孩子主动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认知范围内找到契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从而促进视障儿

童群体学习的整体性进步。



音乐之光志愿服务中心结合实际，积极组织志愿者老师在盲谱研读、学习上下功

夫，并创新性地应用到视障儿童的音乐学习中去，不仅解决了视障儿童必须靠记忆曲

谱才能演奏的现实困难，而且为日后更多的视障人士学到最需要的音乐知识作了极为

有益的探索，开辟了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