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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我们⾝边，有⼀些⼈，他们看世界的视⻆与众
不同，他们以独有的⽅式，与世界交流。他们是特
殊⼉童，他们成⻓的道路，⽐普通孩童要更为艰
⾟，⽽收获的爱，却更多。

对特殊⼉童来说，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它可能
是⼀场偶然的相遇，⼀种坚定的选择，⼀次慢速
的⻓跑，⼀个惊喜的发现，⼀种平等的互助以及
⼀份温暖的传递……

格⼒地产以爱之名，坚持不懈地为特殊教育事业
探路，⼀步⼀个脚印地前⾏着、践⾏着。我们相
信，在家⼈、⽼师以及社会爱⼼⼈⼠的陪伴和帮
助下，总有⼀天，他们会⾛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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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OVE

公益，就在⽣活的每时每刻当中，不问缘由、不拘形式。
从⼀次偶然的勇敢尝试开始，

我们与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结下情缘，
通过多年的⾝体⼒⾏，汇聚更多的善举和爱⼼，不断循环，⽣⽣不息。

“我相信，满树的花朵，

只源于冰雪中的⼀粒种⼦。”

爱是偶然



美好的事情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亦如旅⾏途
中⽆意间的善举。

2016年的⼀天，爱⼼⼈⼠吴先⽣在静云⼭庄度假
时，⽆意间看到酒店摆放的格⼒地产爱⼼捐赠宣传
海报，便⽴即扫码进⾏了解。⽽后，他被捐赠区⾥⼀
件件制作精美的⼿⼯艺品所吸引，当即便进⾏了捐
助并收藏了其中的两样作品。

这两幅充满创意、⼿法精巧的⼿⼯艺品，出⾃珠海
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之⼿。在珠海特校和格⼒地产
的共同努⼒下，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特殊⼉童并关
注他们的教育和成⻓，吴先⽣就是其中之⼀。⽽格
⼒地产与珠海特校故事的开端，还要追溯到多年以
前……

爱是偶然
LOVE IS A COINCIDENCE

故事，
从⼀场意外的相遇开始

爱�是�什�么WHAT  IS  LOVE

?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
建于1989年，现全校共有教职员⼯及学⽣500余⼈。

收藏的作品之⼀
丝带绣作《幸福像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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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珠海特校”），是⼀
所为全市智⼒障碍、听⼒障碍、视⼒障碍、⾃闭症、
脑瘫及多重残疾等适龄⼉童、⻘少年提供义务教
育、康复和职业教育的综合性、寄宿型⼗⼆年制学
校，⾪属于珠海市教育局。

在这⾥，对有些孩⼦来说，我们习以为常的⾍鸣⻦
叫在他们⽿中是⼀⽚寂静；也有些孩⼦，我们叹为
观⽌的皓⽉繁星在他们眼中是⼀抹虚⽆；还有些孩
⼦，我们轻⽽易举的奔跑跳跃对他们⽽⾔是⼀次次
跌倒重来……他们可能和我们有点不同，却也渴望
⽆障碍的成⻓和⽆差别的对待。

两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爱⼼捐赠”系列活动
孩⼦们的作品具有天然的感染⼒。为了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格⼒地产

精选了⼀批珠海特校的学⽣作品进⾏捐赠，并开通爱⼼捐赠平台，为他们带来更多实际性的关⼼和⽀持。

爱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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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闪躲，就值得为
喜欢的⽣活⽽活，不⽤粉墨，就应当站在社会的光
明下。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志趣、能⼒和学习需
要。特校的孩⼦，可能是“画家”、“⾳乐家”、“艺术
家”……喜欢⽤双⼿描绘多彩的⼈⽣，并创造出⼀
件件令⼈赞叹的作品。

在格⼒地产董事⻓鲁君驷的倡议和带领下，多年
来，企业通过⼀系列探索实践，努⼒为特殊⼉童点
亮⼼灯。越来越多的⼈⾛进珠海特校，了解孩⼦们
内⼼的渴望和憧憬，为他们的才能赞叹不已。

LOVE IS A COINCIDENCE爱�是�什�么WHAT  IS  LOVE

?

特校学⽣兴趣课堂画作



早年间，特殊教育还没有像今天这般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我国直到
1994年才有针对特殊教育的专项法规《残疾⼈教育条例》，且⽴法层级偏低。
因此，特殊教育⼀直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成⽴于1989年的珠海
特校，也不例外。

在⼀场⾳乐会上，鲁君驷了解到特殊⼉童这个群体，并为之感怀。当时社会
上存在着⼀种现象：敬⽼院、孤⼉院常常是“⼈满为患”地⼀股脑献爱⼼，⽽
⼀些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反⽽处境更加艰难。他想尝试改变这种局⾯，经过
进⼀步了解，他发现当时的珠海特校真是“⼀穷⼆⽩”，却鲜有⼈关注。

在他的推动下，2011年,珠海特校有了崭新的爱⼼⾳乐启迪教室，让孩⼦们
能通过“唱游”的⽅式，找到学习的乐趣。

2012年，鲁君驷个⼈出资为珠海特校设⽴了爱⼼康复室，并配备了⼀系列先
进的康复设备和仪器。

⼀次勇敢的尝试爱⼼⾳乐启迪教室
2011年由格⼒地产出
资设⽴，为特校师⽣提
供了⼀个唱游与律动
的空间，让孩⼦们在互
动教学中启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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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说到康复室，⼏乎是特殊教育学校的必备，在
2017年新修订的《残疾⼈教育条例》⾥也提到应在
特殊教育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必要的残疾
⼈教育教学、康复评估和康复训练等仪器设备。但
在这之前，却鲜有配备⻬全的学校。2012年爱⼼康
复室的设⽴，可以说是⼀次勇敢的尝试。

鲁君驷曾坦⾔，“我们⼀开始也是⻔外汉，除了提供
资⾦帮助，很难⼀下⼦改变⼤家对于特殊⼉童的眼

爱⼼康复室
2012年由鲁君驷个⼈出资设⽴，

康复室内配备有⼀批先进的治疗仪器，
通过⼀系列的运动康复治疗，

改善孩⼦们的⾏动能⼒，提⾼⽣活⽔平。

看似偶然的举动，正源于那份深藏⼼底的善念和个
⼈、企业所坚守的责任与情怀。我们播撒下爱的种
⼦，让它⽣根发芽，开出满树的花。每⼀次新的碰撞
和开始，都将促成⼀次爱的循环。

光。”⽽对于珠海特校校⻓⻩⼩贤⽽⾔，她要做的事
同样冒着巨⼤的⻛险，“因为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并
不承担理疗义务，况且学校毕竟不是专业机构，理
疗的效果和⻛险都存在未知。”她如是说。

尽管是偶然的机缘，尽管对于彼此都还是摸索和尝
试，但紧握的双⼿没有退缩，共同前进的步伐愈加
坚定。以此机缘为始，格⼒地产也展开了与珠海特
校的互助帮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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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偶然，更是必然



爱是选择

他们选择成为⼀名特教⽼师，
带着对特殊教育事业的执着，

⼀路随⾏、⼀路守望，陪伴孩⼦们共同成⻓，
为他们打开另⼀扇通往世界的⼤⻔。

“在特殊⼉童的成⻓过程中，

有⼀群⼈，⼀直在为他们保驾护航。”

WHAT 
IS LOVE



在我们⾝边，
有⼀群“特别”的⽼师
⾼⼤洁⽩的教学楼、充满童趣的蓝⾊壁画、花草鲜美的苗
圃……⾛进珠海特校，便能感受到⼀种向上的⼒量。

为不同残障⼉童设置的启智、启聪和启明班等

30余个班级⾥，有逾百位敬爱的⽼师，他们秉持着
对特殊教育的热爱，挥洒汗⽔，收获希望。

在⽣活语⽂、⽣活数学、唱游、绘画⼿⼯、陶艺、运动
与保健等课堂上，他们带着孩⼦们去提升⾃我、认
识世界。

爱是选择
LOVE IS A CHOICE

16 17

爱�是�什�么WHAT  IS  LOVE

?



于⽆声处开出花⼉来

⼤学期间，姜志英选读了特殊教育专业，成为⼀名特殊教育⽼师的想法也在她⼼中
逐渐⽣根发芽。2005年，她从普通中学进⼊珠海特校，从最开始的代课⽼师成⻓为
⼀名资深教师。

姜志英平时带的学⽣都是听障孩⼦，她对孩⼦们抱有期望，也经常⽤⼀位学姐的故
事⿎励他们建⽴信念、努⼒成⻓。这位学姐从特校毕业后考上了⼴州聋校⾼中，并在
2016年被⻓春⼤学、北京联合⼤学等5所⾼校录取，⽽她也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虽然不是每个孩⼦最后都能成功，但对他们的未来⼀定都有积极影响。”

有位学⽣刚来时，⾮常⾃卑。在⼀次活动上，她看到该学⽣画了⼀朵美丽的花，禁不
住夸奖并请学⽣将画送给她。学⽣眼⾥从此有了光，⼈也变得开朗起来，这让姜⽼师
看到了希望。

在姜志英看来，影响孩⼦们成⻓的因素，除了家⻓和⽼师的努⼒，还有来⾃政府、学
校和企业的帮助⽀持。⽬前学校拥有⾮常好的配备，⽐如给听障孩⼦配助听器和⽆
线调频设备、建⽴更好的教学环境等。这其中爱⼼企业的⽀持也必不可少，如格⼒地
产就多年持续为珠海特校捐款捐物，帮助孩⼦们获得更好的发展。

她深知，特殊⼉童的教育还有很⻓的路要⾛，⽽终有⼀天，在⼤家的努⼒下，能让学
⽣们的⼼⾥开出绚烂的花。

成为⼀位有着丰富知识、并能把知识传
播给学⽣的⽼师是极其光荣的。陪伴孩
⼦们的多年来，他们带给我的感动和快
乐更多。

姜志英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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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的守候和喜悦
⼩时候，栀⼦（郑玲燕）以为全天下的孩⼦都能⽆忧⽆虑幸福快乐地成
⻓。随着渐渐⻓⼤，栀⼦读书时⽼师组织的和福利院、聋哑学校的联谊
活动，让她发现⽣活中还有那么多孩⼦却离幸福很远。

⼀次偶然的机会，弱智天才指挥家“⾈⾈”的故事触动了栀⼦，他也成
了引栀⼦进⼊特殊教育领域⼤⻔的⼈。⾼考填写志愿时，栀⼦毫不犹
豫地填了“特殊教育”专业。⼤学四年，栀⼦徜徉在图书馆、阅览室的知
识海洋⾥，奔赴在来回实习单位的路上，接触了包括弱智、⾃闭、聋哑、
盲与弱视的⼀帮孩⼦。她的⼼与这些特殊孩⼦越来越近，她希望能凭
借⾃⼰的⼒量，去帮助更多特殊的孩⼦们，带给他们希望和⼒量。

在导师的教导中，栀⼦明⽩了：特殊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断阐扬⼈
性的优点，⽤尽⼀切办法来表达对⽣命的尊重。她来到珠海，在特校这
⽚天地⼀⼲就是⼗多年，为特殊孩⼦们能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贡献⼀
份⼒。

选择特殊教育，⾯临的困难与挑战也许是未知的，但栀⼦清楚，对待这
群特殊孩⼦需要的是⼀份坚定的爱和执着的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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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株等待花开的栀⼦，守望着南国的天空，
向往温暖，向往⻜翔。栀⼦花的花语是喜悦，也
有说是永恒的爱，⼀⽣的守侯和约定。

郑玲燕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爱是选择
LOVE IS A CHOICE



特校⽼师群像
像这样投⾝于特教事业的⽼师，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可能出于不同的原因，
但付出的爱，却是⼀样的。每个⼈都在通过⾃⼰的⽅式、利⽤⾃⾝的专⻓，
去帮助孩⼦们应对世界的⻛⾬，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

华恩博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从特教专业毕业后，华恩博就成为了特校的⼀分⼦。作为⼀个年轻的⽼师，
他对于⼯作⾮常熟悉且专业，尽⾃⼰最⼤的⼒量引导特殊孩⼦们去往更好
的未来。他期待会有更多新教师，也呼吁更多关注特殊教育的⼈⼠加⼊到
他们当中。

任李艳在特校⾥主要进⾏启智教学，科班出⾝的她
对这个⾏业充满热爱，并为之坚持。⾯对⼯作上的
压⼒，任李艳总能转化为动⼒。课堂上，她认真勤
恳，耐⼼地引导学⽣，跟学⽣之间建⽴的信任，也帮
助她攻克了⼀个⼜⼀个难题。

任李艳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我们教学的⽬的，是希望孩⼦们在毕业后能够⾃主⽣活，融⼊社会。”

“坚持做⼀件事情，⾸先肯定是热爱，然后才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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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肖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刘肖是家⻓⽼师们⼼中信赖的“百事通”。他不仅专
注于所教授的⽣活数学和⽣活适应课程，同时积极
参与推动融合教育。忙碌是他⽇常⼯作的常态，但
他乐此不疲。他将职业梦想与特教事业融为⼀体，
⼒图以更专业的教育指导，为更多特殊孩⼦的未来
点燃希望。

叶蕾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从星海⾳乐学院毕业后，⼀⼼想当⽼师的叶蕾，来
到了珠海特校，也为特殊⼉童们带来了快乐的能
量。她以⾳乐为桥梁，让学⽣在唱游中去感受美、发
现美、创造美。同时,她还兼任了学⽣们的烘焙⽼
师，通过带着学⽣做糕点的⽅式，让学⽣收获成就
感，学会创造和分享。

“光有爱⼼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最基本的条件。作为⼀名特校⽼师，应该具备专业的能⼒。”

“在梦想这件事上，我是从⼀⽽终的，虽然当不了⾳乐家，成为⼀名⾳乐⽼师，也可以去影响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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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地产“天使之翼”
教师成⻓⾏动
作为特教⽼师，他们选择了⼤爱与责任，为孩⼦
们创造了⼀个更为公平的成⻓环境，这正与格
⼒地产坚持以社会责任为⼰任，促进社会公平
的理念相契合。

为了让⽼师们能⾛得更远、更坚定，从2014年
起，格⼒地产开展了“天使之翼”教师成⻓系列
⾏动，助⼒珠海特校的⽼师们获得更好的专业
技能培训。

同时，为了感谢⽼师们为特殊教育事业的付出，
格⼒地产还将珠海特校的⽼师们聘为“荣誉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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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创始名誉理事⻓�



WHAT 
IS LOVE

爱是坚持
“锲⽽不舍的坚持,

终将让我们领悟爱与梦想的真谛。”

选择⼀项事业，并为之坚守，这是我们不变的初⼼。
⽇复⼀⽇，特校⽼师们的坚持和引导，为孩⼦们撑起⼀⽚天，

年复⼀年，格⼒地产持续的关⼼与⽀持，陪伴孩⼦更坚定地前⾏。
积跬步以⾄千⾥，爱⼼康复室⻅证着他们每天⼀点⼀滴的变化，

⼀个个孩⼦以此为始，重新出发。



爱⼼康复室
�⽤汗⽔浇灌希望

对于⽼师和孩⼦们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百⽶冲刺，⽽是⼀
场⻢拉松。⼀个个简单的动作、⼀次次耐⼼的引导，康复训练
为特殊⼉童改善⽣活质量提供了保障。

作为珠海特校使⽤率最⾼的功能室，爱⼼康复室是⼀个承载
了最多汗⽔和希望的地⽅，这⾥每天都在书写着关于坚持的
故事……

“每个孩⼦都是⼀颗花的种⼦，

只不过每个⼈的花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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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室升级：为翱翔护航

宽敞明亮的⼤教室、⼲净整洁的地板，以及各式各样的康复器材……在珠海特校，有这
样⼀间康复室。每当途经此处，总能看到孩⼦们⼀遍⼜⼀遍训练的倔强⾝影。

为了让孩⼦们在接受教育、吸收知识的同时，也能在最好的环境⾥得到专业的训练和
治疗，2012年5⽉，鲁君驷个⼈捐资设⽴爱⼼康复室，并添置了⼀系列治疗、矫治的仪器
设备，帮助特殊孩⼦训练肢体协调能⼒及⽣活⾃理能⼒，迎接他们更美好的未来。

康复训练需要有系统的教学⽅式和先进的辅具，但在⽬前众多的康复训练机构都需要
⽀付⾼昂的治疗费⽤，这令许多的家庭望⽽却步。⽽珠海特校爱⼼康复室既配备有专
业的治疗器材，还设有专⻔的负责⽼师和训练组，不仅⽇常服务校内学⽣，还⽆偿地向
社会特殊⼉童开放，不少⾮在校就读的特殊孩⼦家⻓都慕名⽽来，寻求系统的训练和
帮助。

频繁的使⽤，康复室设备逐渐⽼旧，同时场地也⾯临进⼀步扩展的需求。为此，2018年
5⽉，在格⼒地产、社会各界以及鲁君驷个⼈的捐助下，爱⼼康复室启动升级计划。

2019年5⽉，新的爱⼼康复室完成升级改造，并于格⼒地产“筑梦起航”�第⼆届⼤型
融合活动暨第29次全国助残慰问当天正式启⽤。

升级后的康复室，配备有⼀批国内外新型、智能的仪器设备，包括引导式教育（康复）训
练仪、智能下肢反馈康复训练系统、⼉童认知训练玩具等，以更好地服务学⽣，助⼒他
们健康成⻓。

⾃爱⼼康复室设⽴以来，数年间，已先后服务特殊学⽣
及其家⻓约1.5万⼈次，50多名特殊⼉童得到了有效康
复。在这⾥，许多孩⼦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

爱⼼康复室

升级前 升级后



在与⽼师的交谈中，鲁君驷了解到，随着康复需求的不断
增加，康复室将⾯临教学⼈⼿不⾜的问题。为此，除了教
学场地、康复器材的扩充优化，格⼒地产还主动提出为学
校招聘⼀批专业康复护理⼈员，以充实康复室教师队伍，
进⼀步提⾼康复室的效⽤。

从康复室建⽴之⽇起，这间⼩⼩的功能室便⼀直牵动着鲁君驷的⼼。
为了更加了解孩⼦们的康复状态，掌握复健训练的实时进展，以及康
复室设备的使⽤状况，不管⼯作多繁忙，鲁君驷都会定期到珠海特校
做志愿活动，与孩⼦和家⻓们进⾏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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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点滴，历历在⽬。我们在珠海特校每⼀个成
⻓和改变的故事中，感知到了坚持的⼒量。

⽬前，康复科由6位专业的康复师组成，主要运⽤
平衡疗法,结合格⼒地产捐赠的谢⽒导平治疗仪
等先进仪器对特殊⼉童进⾏治疗。由于软硬件设
施配备⽐较完善，疗法也受欢迎，来康复室训练的
⼈也越来越多。

⾃投⼊使⽤以来，康复室从未空闲过，⽼师们轮流
来上课，⼀天下来，可以服务⼗⼏名学⽣。即使学
校放学早，很多⽼师仍继续留在康复室⾥为学⽣
进⾏⼀对⼀辅导。

康复训练是⼀个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师们会
针对每个学⽣的训练情况，进⾏视频记录、制定康
复计划并定期召开研讨会。⽇积⽉累下来，每个⽼
师⼿上都有⼀沓厚厚的康复评估记录表，记录着
师⽣们⼀路⾛来的⾜迹。翻看那⼀⻚⻚记录表，会
发现⼀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特殊⼉童却要花费
⼏周、⼏个⽉甚⾄⼏年的时间，重复练习成千上万
遍。每个细微的变化，每个⼩⽬标的实现，背后都
是学⽣、家⻓和⽼师不⾔放弃的坚持和努⼒。

⾃从来到珠海特校上学，

每天⼀有时间，

我就会带孩⼦去康复室训练。

⽼师会不断地指导正确的训练⽅式，

看着孩⼦每天⼀点⼀点的进步，做⺟亲的⼼⾥特别⾼兴。 康复记录：⻅证坚持的⼒量
学⽣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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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让孩⼦成为更好的⾃⼰

⽇复⼀⽇的康复训练，不仅让孩⼦们能够独⽴⾏⾛、独⽴⽣活，⽽且能够促进他们⾝⼼
共同发展，提⾼社会适应能⼒。从跪⾛、交替抬腿、站⽴到蹲跳甚⾄奔跑跳跃，在⽼师们
的努⼒下，学⽣们慢慢变得不⼀样了。虽然不同类型的孩⼦，康复时间和改善程度不⼀
样，但是到康复室训练的学⽣，90%以上都能得到改善。“在学⽣们⼀点⼀滴的进步当
中，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雪是王俊杰带过的⼀名脑瘫孩童，原本在珠海特校旁边的学校读书。当⼩雪妈妈得
知在珠海特校有⼀间爱⼼康复室，可以免费为有康复训练需求的孩⼦服务，便让⼩雪
转学来到珠海特校，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坚持进⾏训练。⼀次⼜⼀次摔倒，⼀次⼜⼀
次爬起。功夫不负有⼼⼈，原本⾝体能⼒很差、⾮常⾃卑的她，现在不但可以跑跑跳跳，
甚⾄可以⾛出家⻔，勇敢尝试骑单⻋、游泳、攀岩等活动，像普通孩⼦⼀样享受快乐的
童年。

在爱⼼康复室，虽然训练中有汗⽔、有泪⽔、有⽆助，但孩⼦们找到了快乐和⾃信，开启
了新的⼈⽣篇章。

只有多练习，

⻓⼤后才能有⾜够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

特殊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改善孩⼦们的⽣活能⼒，

使他们摆脱束缚，

去实现⼈⽣的更多可能。

王俊杰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爱⼼康复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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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OVE

爱是发现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完全相同的叶⼦，

我们每⼀个⼈都是不同的。”

在珠海特校⾥，有这样⼀群⼩⼩艺术家，
他们在⽼师的培育、呵护下，从各⾃喜爱的领域中找到乐趣，激发潜能。

为了守护这群孩⼦的梦想并给予⽀持⿎励，
爱⼼⾳乐启迪教室、爱⼼陶艺室、爱⼼捐赠平台先后搭建完成，

让孩⼦们能够有更多创作和展⽰的空间，聚梦成真。



跳动的⾳符如同⼀座桥梁，唤醒了孩⼦们内⼼的“⾳乐潜能”，让他们⾃由地放
⻜⼼中的梦想，在⾳乐的乐园中启迪成⻓。通过艺术学习，他们能够发现⾃⼰
的兴趣，也让我们恍然发现，每⼀个孩⼦⾝上，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爱⼼⾳乐启迪教室
�⽤⾳符撑起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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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室缘起

“⾳乐是世界上最没有沟通障碍的语⾔，尽管特殊孩童的⾳乐教育需要更多的耐⼼和
爱⼼，但孩⼦们每⼀句哼唱，在我⽿中都是最动听的歌声。”

陈忆敏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乐⽼师�

⾳乐⽼师陈忆敏从2010年开始到珠海特校任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颇有感
触，刚开始学校的⾳乐设备简陋，仅有⼀台⽼式电视和DVD机，乐器少且陈旧，⼤⼤限
制了教学质量及教学范围。2011年，配备⻬全、装饰⼀新的爱⼼⾳乐启迪教室启⽤，
让她对于⾳乐教学的探索有了更多的途径。

“⾳乐不仅是孩⼦们表达和释放的⼀个窗⼝，也可以成为他们展现⾃我的平台。”这
正是爱⼼⾳乐启迪教室设⽴的初衷。2011年5⽉，格⼒地产捐赠10万元为珠海特校建
⽴爱⼼⾳乐启迪教室，⽤于⽀持师⽣开展⾳乐教育活动，创建校残疾学⽣艺术团，并
且持续为爱⼼⾳乐启迪教室增添乐器和设备。如今，教室内配备有钢琴、⼿⿎、沙锤
等多种乐器，并有投影仪、⾳响等多媒体设备，丰富了孩⼦们的⾳乐体验。

“有了钢琴，可以⼀边弹琴⼀边教学⽣唱歌，就不⽤总跟着⾳频固定的速度，⽅便了
教学。”陈忆敏说。同时，⼀边歌唱、⼀边伴随乐器节奏律动的唱游课，让课堂内容变
得丰富多彩，极⼤地激发了孩⼦们的学习兴趣。

爱⼼⾳乐启迪教室

由格⼒地产全资捐赠的爱⼼⾳乐启迪教室，旨在
以⾳乐为桥梁唤醒特殊⼉童内⼼的潜能，启迪孩
⼦们的成⻓智慧，让爱⼼、⾳乐与孩⼦们的⼼灵
共⽣同⾏。



相对于普通学校⽽⾔，特殊学校⾳乐教学更注重传递⾳乐本⾝的感染
⼒。在唱游课上，通过律动、⾳乐游戏、歌唱表演等学习和训练，让孩⼦
们能够得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帮助他们获得更快更好
的成⻓。

在与孩⼦们的亲密接触中，⽼师们发现，⼀些孩⼦虽然有先天性缺陷，
但在⾳乐上却有着某种天赋。⽐如⾃闭症的孩⼦在唱歌⾳准⽅⾯很突
出，盲童在乐器上相对容易上⼿，语⾔障碍的孩⼦在跳舞⽅⾯有天
赋……于是，⽼师便有针对性地去挖掘和培养孩⼦们的⾳乐才能，让
爱⼼⾳乐启迪教室成为他们梦想的起点。

经过⽼师和孩⼦们的共同努⼒，特殊⾳乐教育取得了令⼈欣慰的成
果。多名学⽣在全国性的才艺⼤赛中获奖，这些“⼩⼩⾳乐家”们如同
⼀颗颗耀眼的星星，散发着⾃⼰的光芒。

⾳乐，放⻜梦想的起点

曾楚曦�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盲⼈学⽣

伴随着⽼师的琴⾳，孩⼦们沉浸在⾳乐的世界⾥

扫⼀扫
欣赏曾楚曦的钢琴演奏

12岁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中国⾳协钢琴考级9级，曾与钢琴家理
查德·克莱德曼、郎朗同台演出。曾获英国皇家国际⾳乐⼴东赛
区钢琴⽐赛⼀等奖、珠海市⺠艺术节钢琴⼤赛⼀等奖、“李斯特
纪念奖⾹港国际钢琴公开赛”珠海赛区⼆等奖，还受邀参加了
“THE� ONE全球公益钢琴盛典”、中国国际⻘年艺术周⻘年艺术
家扶持计划未来之星⾳乐会、珠海第⼀届残疾⼈运动会开幕式，
进⾏钢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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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不仅能够培养孩⼦们动⼿、动脑的能⼒，
还赋予了他们天⻢⾏空的想象⼒与创造⼒。在制陶
过程中，孩⼦们认真地捏制泥巴、描绘上⾊，⽤双⼿
创作出⼀个个形象⽣动且富有创意的⼩物件，展现
了他们的创作天赋。

爱⼼陶艺室
�与“泥”相约在创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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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室缘起

如果要问珠海特校的孩⼦们最喜欢哪间教室，答案应该就是爱⼼
陶艺室了。在这⾥，每个孩⼦都是玩泥巴的⾼⼿，创意⽆限的彩陶
世界，让孩⼦们释放天性。

智⼒的发展起源于动作，陶艺教育通过锻炼孩⼦们⼿、眼、脑协调
互动的能⼒，不仅可以开发智⼒，还能发展他们的感知⼒、观察⼒
和创造⼒，⾮常适合⽤于特殊学校⾥孩⼦们的启智教育。尤其是⼀
些⾃闭症和聋哑⼉童，陶艺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展⽰内⼼想法。因
此，陶艺教育对于特殊孩⼦们的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为了让孩⼦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筹建陶艺室的想法落地了。
2013年5⽉，鲁君驷为珠海特校捐建爱⼼陶艺室，拉胚机、电⼦烧
窑炉、⼯作台、作品展⽰架、陶⼟和彩泥等制陶与教学⼯具⼀应俱
全，为孩⼦们提供了⼀个发挥创意的专属空间。

爱⼼陶艺室

继捐建爱⼼康复室之后，2013年5⽉，鲁君驷再次
个⼈出资为珠海特校设⽴爱⼼陶艺室。该功能室
致⼒于为珠海特校的孩⼦提供现代素质教育和康
复训练，通过⼿⼯教学，培养孩⼦的⼿、眼、脑协同
能⼒，并让孩⼦们得到中国传统⽂化艺术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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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课程：⽤⾊彩激发创意
随着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课程设置也更加丰富、科学，陶艺
室成为孩⼦们学习技能、发挥创意的幻彩乐园。⽬前，特殊学
校三年级以上的班级每周⾄少有⼀节陶艺课。每项陶艺课
程，⽼师都会根据孩⼦们的⾃⾝条件，并配合其他科⽬的教
学进展进⾏设置。

“如果某个孩⼦正在进⾏上肢康复训练，我们就会为他设定⼀些陶艺⼿部锻炼动
作，辅助孩⼦更好地进⾏康复训练。再⽐如劳动节期间，我们还会教他们做⼀些
盆⼦、铲⼦等劳动器材，加强孩⼦们对劳动的认知。”此外，学校还不断尝试和探
索更多的教学⽅法，引⼊了创意⻢赛克杯垫、纽扣画DIY等新课程，为孩⼦们提供
更⼴阔的创作空间。

如今，爱⼼陶艺室的展⽰架上摆满了孩⼦们的作品，⼀个个琳琅满⽬的⼩物件犹
如百变的精灵，向世界展⽰着⾃⼰独特的美。“当看到泥巴变成五彩缤纷的作品
时，孩⼦们都是满⼼欢喜的，我们每⼀个⼈的内⼼也因此感到触动。”宋明说。

“每当我要把烧制好的成品发给孩⼦们时，他们都会兴奋不

已地围着我转，然后捧着⾃⼰的作品观察很久，脸上洋溢着

满满的成就感。”

宋明

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陶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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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陶艺：
⼩艺术家的⼤世界

陶盘作品 彩泥作品

画作《� 海豚》

吴旖婷�珠海特校启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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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海豚》

蓝⾊的⼤海中�有你可爱的模样
你那忽闪忽闪的⼤眼睛
真像天上的星星

巩思特
茵卓⼩学�

爱是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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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画作、⾊彩丰富的陶盘、造型各异的花瓶、憨态可掬的⼩动
物……陶艺室⾥⼀件件漂亮的作品，就像⼀扇扇明窗，向⼈们展⽰着孩
⼦们丰富多彩的内⼼。同时它们也是⼀道道发现的桥梁，让⼈们直观地
感知他们的才艺与能⼒。

2016年，格⼒地产举办特校孩⼦们的绘画、陶艺⼿⼯作品等“爱⼼捐赠”
系列活动，刚推出便引起了极⼤的关注。2018年末，企业再次联合珠海特
校，让茵卓⼩学和特校孩⼦们以诗歌和画作为元素，制作新年⼤礼包，向
社会传达了祝福和⼼意。

这些活动不但让更多的⼈认知了特校孩⼦们的艺术创意，更给予了孩⼦
们筑造梦想的勇⽓。



爱是互助
“世⻛⾥爱是信物，

⼈海⾥善乃慈航。”

⼀直以来，爱都是流动的、循环的、相互影响的。
格⼒地产之于特校，是友善的守护者，更是相伴多年的好友。

⽽特校孩⼦之于我们，是⼤千世界的⼩⼩引路⼈。
在每⼀次的陪伴中，我们看到希望的存在，学会接纳⼈⽣的千姿百态。

WHAT 
IS LOVE



校园⾥⼀抹暖⼼的
“志愿红”

爱是相互的，给予的同时也是获取。

“我认为，特教慈善带来的好处是双⽅的。社会对
特教事业投⼊的关爱越多，正能量就越多，社会就
越和谐。”在鲁君驷看来，特教慈善为企业带来了
强烈的⼈⽂关怀⽂化。

⾃2011年与珠海特校结缘以来，格⼒地产在企业
内部成⽴了⼀⽀志愿服务队，形成定期帮扶机制。
越来越多的员⼯⾛进校园，⽤实际⾏动⽀持和帮
助孩⼦们。逐渐地，“红⻢甲”成为了校园⾥孩⼦们
熟悉的⾝影，这⼀股爱⼼⼒量不断输出的同时，也
塑造了格⼒地产的企业⽂化。

爱是互助
LOVE  IS  MUTUAL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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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爱的⾝影

⾛过了四季的更迭，不变的是多年来温情的陪伴。在⼀场⼜⼀场爱的交汇中，格
⼒地产志愿者的⾝影⾛过校园的各个⻆落，为孩⼦们留下⽆数的欢声笑语，孩⼦
们的天真与热情，也让志愿者们感受到了“善”的⼒量。

我们的故事从彼时开始，⼀个个“红⻢甲”的名字被印刻在⼀起⾛过的岁⽉中。在
鲁君驷的带领下，格⼒地产志愿者们全⼒配合珠海特校的安排，与特殊⼉童建⽴
⻓期互动、沟通的渠道。

为了营造阳光积极的成⻓氛围，让孩⼦们感受到来⾃社会⼤家庭的温暖，格⼒地
产每年都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参与到珠海特校秋季运动会中去，与孩⼦们⼀同欢
笑、奔跑，⽤实际⾏动守护和传递这份爱⼼。

除了⼀年⼀度的校运会活动，志愿者们还会不定期地⾛进课堂协助教学参与互
动，与孩⼦们的每⼀次相聚，都是⼀段共同成⻓的美好经历。志愿者们⽤温情的
陪伴和爱⼼的交流为孩⼦们搭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

融合之路漫漫，但我们相信，每⼀次爱的参与，都能让更多的⼈了解应该如何来
帮扶、关爱特殊⼉童这⼀群体，让融合教育向前迈进⼀步。

课堂⾥、操场上，每次活动都能看到志愿者们友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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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中相互成⻓

有过国外留学经验的王晓琪，对于公益慈善充满了新鲜的⻅解。
“公益并不是单纯的给予，只要愿意，我们每个⼈都可以参与其
中，去发现⼀个不⼀样的⾃⼰。”

每次去珠海特校，王晓琪都能从这群孩⼦⾝上看到善良和纯真，
这让她内⼼⾮常治愈。“你坐在那⾥，就会有孩⼦过来拍你肩膀，
叫你姐姐，还会冲你笑。后来我回去看了⼀些相关的研究资料，说
⼀个孩⼦愿意主动与你接触，是因为他对你有依赖性，对你没有
距离感。”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王晓琪常跟特校的⽼师们进⾏讨论，了解孩
⼦们的需求以及未来的成⻓潜⼒，这群可爱的⽼师让她⼼⽣钦
佩，也让她对爱有了更深的感悟。“爱从来都不是简单地给予和被
动地接受。能够帮助这群孩⼦，被孩⼦们所需要，也是⼀种莫⼤的
幸福。”

参加了多次公司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后，王晓琪对于融合教育有了
更加深刻的理解。“融合教育任重道远，要慢慢来。⽽我们作为志
愿者，能做的就是继续坚持下去，与孩⼦们⼀起互助成⻓。”

“我深信，爱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王晓琪
格⼒地产海外事业部�

爱是互助
LOVE  IS  MUTUAL  HELP

62 63

爱�是�什�么WHAT  IS  LOVE

?



“跟孩⼦们相处时，我会换位思考，这教会了我们更
多维地去看待这个世界。”这是格⼒地产志愿者何
静⽂的⼼⾥话。对于志愿者团队的成员们来说，每
⼀次参与志愿服务都不仅是爱的传播，更是⼀次完
善⾃我的过程。

志愿者语录

志愿者精神就是平等。平等是⼀种态度，在与他们
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发现对⽅的⻓处和短处，
互相给予⼒量。

何静⽂

格⼒地产洪湾中⼼渔港策划部�

特校孩⼦们的成⻓，经历了常⼈难以想象的困难和
挣扎。愿每个⼈都能选择善和爱，和他们⼀起创造
⼀个充满天使的世界。

吴浩苑

格⼒地产品牌管理部�

新员⼯⼊职后，第⼀件事就是来珠海特校，陪孩⼦
们学习和玩耍，这已经成为了格⼒地产的企业⽂
化。在这个过程中，员⼯亲⾝感受到的是公司的⼈
⽂关怀，⽐规章制度上冷冰冰的⽂字更有说服⼒。

关陈镗�

格⼒地产港珠澳⼤桥⼈⼯岛计划部�

爱�是�什�么WHAT IS THE LOVE

? 爱是互助
LOVE  IS  MUTUAL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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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OVE

爱是传递
“教育是⼀项让孩⼦感受爱、传递爱的事业。

公益，亦如此。”

从捐资捐物到完善教学设备，从关注特殊⼉童成⻓到注重特教师⽣共同成⻓，
从企业独⽴的善⾏到搭建线上、线下平台，号召社会公益⼈⼠共献爱⼼，

格⼒地产⼀直渗透“爱”的意义，寻求更好的表达⽅式。
同时也在不断地努⼒，去分享、传递这⼀份温暖和感动。



爱是传递
LOVE IS SHARING

海控公益基⾦会：
回报社会、善的循环、促进公平

68 69

多年的益⾏，让鲁君驷在公益模式创新中多了⼀份思考。2016年，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
正式成⽴，这标志着格⼒地产的公益事业迈⼊新的⾥程碑。

从个⼈善⾏的思考，到群体的实践，公益还在不断地沉淀、升华。如今，关⼼帮助特校的队
伍正在不断壮⼤，⼀步⼀个脚印，陪伴师⽣共同成⻓。

基⾦会简介：
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是在格⼒地产
董事⻓鲁君驷的倡议下，由格⼒地产
发起并出资设⽴的公益慈善组织。基
⾦会以“回报社会、善的循环、促进公
平”为信念，倡导⼈与社会、⼈与⾃然
的和谐发展，将继承格⼒地产强烈的
社会责任基因和虔诚的⼈⽂关怀基
因，继续不遗余⼒地推动各项公益慈
善事业的发展。

关注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公众号
了解基⾦会最新动态

筑梦起航，开启融合之路

孩⼦们眼中的世界本就没有隔阂与局限。让特殊⼉童与普通孩⼦“融合”起来，⼀起上课、⼀起
游戏，是实现教育公平、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当下推⾏融合教育的⼤势所趋。

融合教育是为特殊⼉童开启的⼀扇窗，能够让他们最⼤层⾯地融⼊群体，融⼊社会。同时，也能
够让更多⼈了解特殊⼉童，知道该如何平等地看待他们，帮助他们。但是，就当前的社会环境来
看，融合教育要想成为公共认知，还有很⻓的⼀段路要⾛。

为了解决如何“融”的问题，⾃2017年起，格⼒地产与旗下海控公益基⾦会携⼿珠海特校展开�
“筑梦起航”系列融合活动，开启了对融合教育之路的持续探索。

爱�是�什�么WHAT  IS  LOVE

?

《过节》

彭云��珠海特校启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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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阵银铃般的笑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2017年5⽉，在格⼒地产“筑梦
起航”�⾸届⼤型融合活动中，珠海特校联合茵卓⼩学等5所学校的师⽣，
通过相互协作、游戏竞技的⽅式，加深孩⼦们彼此间的了解，共同迎接第27个
全国助残⽇的到来。

在⾸届⼤型融合活动启动仪式上，格⼒地产旗下茵卓⼩学为珠海特校捐款
20万元，⽤作融合教育专项基⾦，以促进融合教育的发展。

爱与感动，不⽌于此，善意⼀经起航，便⼀往⽆前。2019年5⽉，格⼒地产“筑梦起
航”�第⼆届⼤型融合活动暨第29次全国助残慰问成功举办，为特校⼉童带来更
多的爱与⽀持。活动中，来⾃珠海⾹洲区、⽃⻔区8所普通学校的100多名学⽣与珠海
特校孩⼦们牵⼿，通过⼿语、盲⽂、唱游、律动、陶艺、⼿⼯、烘焙、感统及知动10个融
合课堂，学习相互理解、接纳与信任。

公益是⼀项需要⻓期坚持的事业，⾏动胜于⼀切⾔语。为了进⼀步提升专业医疗救
助，让更多孩⼦得到切实的帮助，在融合活动当天，鲁君驷个⼈再次为珠海特校捐款
30万元，其个⼈对特殊教育累计捐款已逾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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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起航”�⾸届⼤型融合活动

“筑梦起航”�第⼆届⼤型融合活动



来珠海特校之前，“特殊教育”对我来讲还只
是⼀个名词，通过格⼒地产，我才了解到原来
⾝边有这样⼀个群体需要家庭的关爱、学校
的特殊教育、社会的帮助。看到孩⼦们活泼、
阳光，且多才多艺，尤其⼿⼯和集体舞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所
有从事特殊教育的⼈们以及⽀持特殊教育的
⼈们致敬。

季克建�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建设珠海的⼀员，我们理应有⼀份社会
担当。让我最为触动的是鲁君驷先⽣对于特
校多年来不变的关⼼、⽆⾔的⼤爱，不仅让
特殊教育的条件变好了，也使得企业慈善事
业不断步⼊新的台阶。在我看来，我们是社
会发展的受益者，更应该成为爱⼼的传递
者，尽⼰所能地践⾏社会公益事业。

李来栓�
陕西地质⼯程总公司珠海公司

扫描⼆维码

了解并⽀持“筑梦计划”
点滴的爱⼼⼒量������将汇聚成为海洋

联合社会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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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的爱，能够像⽕把⼀样点燃更多⼈⼼中的爱，照
亮前⾏的道路。作为格⼒地产践⾏特教公益的平台，海控公
益基⾦会联合多⽅⼒量，将爱的⽕把不断传递，让特教公益
的理念传播得更⼴更深。

2018年5⽉，海控公益基⾦会发出了⼀份爱的倡议，得到
60多家爱⼼企业、20多位善⼼⼈⼠的⽀持与响应，到珠海特
校进⾏六⼀⼉童节慰问，并募集善款逾80万元，⽤于启动
“爱⼼康复室升级计划”。

在海控公益基⾦会的牵线下，爱⼼企业代表李来栓⾃
2018年起开始持续关注和⽀持“筑梦起航”公益活动，不断
追加物资捐赠的同时，积极地参与珠海特校爱⼼康复室的
升级改造⼯作。在格⼒地产“筑梦起航”�第⼆届⼤型融
合活动中，他还为珠海特校学⽣捐赠了360套校服。

在推动融合教育发展之路上，格⼒地产⼀直在⾏动，并将带
动和汇聚更多社会⼒量的参与，共同创造⼀个开放、包容、
多元的社会家园。



“童”⼀个世界，拥抱爱与梦想

真挚的⼩诗、缤纷的童画，寄托着孩⼦对世界万物的理解和期望，温暖了我
们的内⼼。2018年岁末，格⼒地产以茵卓⼩学孩⼦天⻢⾏空的诗和珠海特
校孩⼦的画为元素，创作了⼀套样式精美的台历和利是封，并展开爱⼼捐
赠活动，旨在以更多样的⽅式进⼀步推动融合教育。

这⼀份满载梦想与期许的新年礼包，通过海控公益基⾦会的平台传递到众
多爱⼼⼈⼠的⼿中，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启捐赠的当天便得到了社会⼤众
热烈的反响，点滴爱⼼汇聚成了⼀股股暖流。

在进⾏爱⼼接⼒的同时，我们也加深了对融合教育理念的理解与感悟……

天上
⻛筝在⾼⾼地飘扬
⾼⾼地飘扬
那个装着思念
那个牵着阳光
⽽这个载托着我的梦想

余颖微
茵卓⼩学

爱⼼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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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爱，源于⼀场偶然，也是必然。这是善的天性，也
是责任使然。我们不停地追问，爱是什么？聆听格
⼒地产与特校的故事，不知你是否找到了答案。

我们⾛在特校公益的道路上，怀抱着⼀份爱与情
怀，所有的坚持和努⼒都清晰地指向⼀个共同的
愿景：创造融合的社会环境，更新⼈们对教育⽬
的、教育功能和特殊⼉童的认识。

当爱由⼼⽽发，汇⼊⻓河，便奔流不息，传递浓浓
的暖意。我们相信，格⼒地产与特校还会携⼿⾛
过更多的岁⽉；我们相信，⼀点⼀滴的付出和坚
持，必将影响更多的⼈关注特殊教育群体，推动
融合教育发展，为孩⼦们的成⻓再添⼀点欢乐、
⼀份希望，勇敢地筑梦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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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格⼒地产向红⼗字会捐资
30万元，启动珠海特校“天使之翼”
教师成⻓⾏动。

7⽉，“天使之翼”教师成⻓计划共
⽀持61名教师到重庆师范⼤学开
展学习培训。

2014

5⽉，格⼒地产开展了“爱⼼捐赠”
系列活动，将孩⼦们的作品送往各
地的爱⼼⼈⼠⼿中。

5⽉，格⼒地产捐资100万元启动
“筑梦启航”爱⼼基⾦项⽬。

8⽉，格⼒地产出资500万元，设⽴
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

8⽉，“天使之翼”教师成⻓计划共
⽀持70名教师到华东师范⼤学开
展学习培训。

11⽉，格⼒地产“红⻢甲”志愿者参
加第⼗⼆届珠海特校秋季运动会。

5⽉，格⼒地产“筑梦起航”�⾸
届⼤型融合活动成功举办,助⼒珠
海特校推动融合教育的进⼀步发
展。

11⽉，格⼒地产“红⻢甲”志愿者参
加第⼗三届珠海特校秋季运动会。

2016 2017 2018

5⽉，格⼒地产出资为珠海特校捐
建“爱⼼⾳乐启迪教室”，通过⻓
期科学、系统的⾳乐教学启迪孩
⼦成⻓。

同时，捐赠款项⽤于后续的乐器
添置、维护保养，⽀持师⽣们开展
⾳乐教育活动。

5⽉，鲁君驷个⼈出资为珠海特校
捐建“爱⼼康复室”，帮助脑瘫孩童
通过导平推拿加强躯⼲康复稳定
控制能⼒，逐步恢复机能。并于
2019年5⽉，在格⼒地产、社会各
界以及鲁君驷个⼈的捐助下完成
升级改造，以更好地服务学⽣，助
⼒他们健康成⻓。

5⽉，鲁君驷个⼈出资为珠海特校
捐建“爱⼼陶艺室”,让孩⼦们在陶
艺教育中提升他们的感知⼒、观察
⼒和创造⼒。

6⽉，格⼒地产开展“温暖⾝边的他�
关爱特殊⼉童”⼀对⼀帮扶体验志
愿服务活动。

2011 2012 2013

时光放映
格⼒地产与珠海特校

TIME SHOW

7⽉，鲁君驷邀请珠海特校的⽼师
到静云⼭庄进⾏3天2夜海岛游,以
向珠海特校的⽼师们表⽰敬意和
关怀。

同⽉，鲁君驷到珠海特校看望师⽣,
并了解各功能室使⽤情况。�

2015

5⽉，格⼒地产“筑梦起航”�第
⼆届⼤型融合活动成功举办，助⼒
融合课堂，让普校学⽣与特校孩⼦
们进⼀步拉近距离。

同期，鲁君驷个⼈捐资30万元⽀持
珠海特校教育发展，其个⼈为特殊
教育累计捐款已达102万元。

2019

5⽉，格⼒地产联合60余家爱⼼企
业、20多位爱⼼⼈⼠进⾏六⼀⼉童
节慰问活动，并展开爱⼼捐赠活
动，⽤于⽀持爱⼼康复室升级。

同期，格⼒地产将珠海特校的⽼师
们聘请为“荣誉员⼯”。

7⽉，“天使之翼”教师成⻓计划共
⽀持102名教师到华中师范⼤学
开展学习培训。

11⽉，格⼒地产“红⻢甲”志愿者参
加第⼗四届珠海特校秋季运动会。

12⽉，格⼒地产以珠海特校及茵卓
⼩学孩⼦们的画与诗歌为元素制
作新年台历⼤礼包并进⾏捐赠，所
得款项全部捐赠给珠海市海控公
益基⾦会，⽤于⽀持珠海特校教育
事业。



⼼⼿相连
与特校师⽣共同成⻓

如果有⼀天，我们不再强调‘融合’，也

就意味着教育已真正进⼊融合之境，

这是我们最乐于看到的⽂明进步，最

乐于感受的精神环境，或许也是特殊

孩⼦们最本⼼的愿望。

鲁君驷
格⼒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珠海市海控公益基⾦会创始名誉理事⻓�

2011年⾄今，

格⼒地产和旗下“海控公益基⾦会”

为珠海市特殊教育事业捐款捐物

累计400余万元，其中鲁君驷个⼈捐款102万元。

⾄善成⻓，步履不停。以⼀次捐款捐物的尝试为
始，格⼒地产与珠海特校⼀步⼀步更加贴近，并清
晰地认识到，要实现特校公益事业的良性发展，还
需打造特殊教育的“造⾎”系统。前期通过硬件设
施完善、教师教学⽔平提升、志愿者关怀协助等多
种⽅式为珠海特校提供关⼼和帮助；⽽后搭建“海
控公益基⾦会”公益平台，探索公益慈善制度化、
规范化模式，持续为特校事业助⼒。

社会的关注，让孩⼦们感受到了温暖和⼒量。在我
们与珠海特校⼀路相伴的共同记忆中，每⼀次的互
动、欢笑，都让彼此⼼⼿相连，并将故事不断书写。

WHAT 
IS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