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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慈恩愛心水窖

(甘肅、寧夏)
共建水窖1080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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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慈恩在甘肅及寧夏援建水窖總眼數 1080眼

2012 援建水窖地點 眼數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150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5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150

甘肅 定西市 通渭縣 50

2012甘肅建水窖眼數 4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有50眼未能趕及下雪前完成,待明年建造) 510

寧夏 胡忠市 鹽池縣 120

寧夏 固原市 西吉縣 50

2012寧夏建水窖眼數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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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2012水窖明細表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花馬池鎮 郭記梁村 50 馮靜儀 慈恩2012寧001-050 

寧夏 固原市 西吉縣 新菅鄉 紅庄村 31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051-100

寧夏 固原市 西吉縣 新菅鄉 紅庄村 (後加水窖) 19 香港愛心人士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海城鎮 山門村 50 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 慈恩2012寧101-1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七营鎮 南堡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151-2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三河鎮 坪路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201-2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三河鎮 紅城村 (工程擱置) 0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寧251-3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鄭旗鄉 撒台村吳灣村 10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寧301-4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賈塘鄉 雙河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寧401-450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麻黃山鄉 黃羊岭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寧451-500

寧夏 吳忠市 鹽池縣 麻黃山鄉 黃羊岭村 2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711-73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海城鎮 山門村 10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寧501-60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鄭庒鄉 窰兒村 5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601-650

寧夏 中衛市 海原縣 樹台鄉 龔灣村 60 香港愛心人士 慈恩2012寧651-710

寧夏共建水窖 680 眼 (不包括三河鎮50眼)



2012 寧夏驗收水窖小結

在寧夏乾旱的山區，水是不可缺少的寶貴資源。援建水窖確實為村民帶來生活的保障， 意義重大。

今次寧夏之旅，因為部份水窖剛開始建造或在建造中，我們得以親眼目睹水窖建造的過程。村

民們自己扢地洞、修窖壁、築窖蓋等，大大增進了我們對水窖建造的認識。

政府移民政策下建造的移民村，外觀漂亮 ，基本設施俱備，可惜未能為移居村民的日後生活作出妥

善安排，他們部分要改變務農習慣轉投其他謀生方式，也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安頓下來 。

今年的水窖，可能因文化及生活的差異，三河鎮有50眼水窖需要擱置。另外關於水窖蓋面的刻字，

只有鹽池縣及西吉縣的讓人滿意，而海原縣的水窖刻名及碑記字樣均未能按我們的指引辦妥。

因此，海原縣的水窖蓋面刻字均要重新打造，但因冬天降雪，未能趕及今年完工，需待明年才

能完成水窖窖面的刻字，為水窖拍照。可幸的是，水窖窖身經已完工能夠蓄水，已開始幫助解

決村民用水的困難。

特此向援建寧夏水窖捐方致歉，要2013年春季後才可以把水窖相片交給 閣下。

懇請各位援建寧夏水窖的捐方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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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21日 寧夏驗收水窖及考察團5人

1.余湛英先生(慈恩基金會董事及副會長)     2.蘇國才先生(慈恩基金會捐方) 

3.蔡政德先生(慈恩基金會捐方)                    4.張紹嚴先生(慈恩基金會義工)

5.蘇婉儀女士(慈恩基金會義工)

感謝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何志杰及楊司傅全程接待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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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21日驗收寧夏水窖及考察日程
10月15日（星期一）抵達寧夏銀川河東機場

10月16日（星期二）1.赴銀川市八裏橋小學 2.考察銀川市八裏橋學赴西夏區興涇鎮 3.驗收興涇鎮衛生室

10月17日（星期三) 1.赴鹽池縣考察高沙窩鎮長流墩村中心學校 2.赴郭記溝水窖竣工儀式

3. 驗收麻黃山水窖 4.赴海原縣

10月18日（星期四）1.赴海原縣各專案點驗收水窖並訪問受益農戶

10月19日（星期五）1.赴海城鎮出席海原縣水窖專案竣工儀式 2.赴海原縣新區

3.赴西吉縣驗收西吉縣新營鄉紅莊村水窖 4.考察新營鄉小學赴 5.中衛市

10月20日（星期六）1. 赴沙坡頭考察 2.赴銀川市

10月21日（星期日）赴銀川河東機場返港



寧夏驗收12批水窖共730眼

水窖由村民投工投勞在家園前建造, 其中大部份水窖己完工, 仍有部份在

建造中, 海原縣三河鎮紅城村50眼水窖趕不及動工, 需待明年回暖後才能

建造.



1. 寧夏吳忠市鹽池縣郭記梁村水窖50眼

感謝馮靜儀女士捐資援建



2. 寧夏吳忠市鹽池縣黃羊岒村水窖50眼

感謝香港愛心人士捐資援建



3.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水窖50眼

感謝陳登社會服務基金會捐資援建

村民正趕在降雪前完成建造在家園前的水窖



4.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海城鎮山門村水窖100眼

感謝慈善基金捐資援建

山門村是大規
模移民新村, 
此是遷移偏遠
貧窮山區村民
計劃的廉價房



5.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七营鎮南堡村水窖50眼

感謝香港愛心人士捐資援建



6.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撒台村吳灣村水窖100眼

感謝慈善基金捐資援建



7.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賈塘鄉双河村水窖50眼

感謝慈善基金捐資援建

此區荒蕪乾旱, 但有一
戶用水管引屋簷雨水, 
流入水窖,十分科學化.



8.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關庄鄉窰兒村水窖50眼

感謝香港愛心人士捐資援建

移民村建造美麗, 但村民遷移來沒有農地耕種,            
只能打工或從商, 生活成問題.



9. 寧夏中衛市海原縣樹台鄉龔灣村水窖60眼

感謝香港愛心人士捐資援建



10. 寧夏固原市西吉縣新营鄉紅庄村水窖60眼

感謝香港愛心人士捐資援建



寧夏考察三所小學圖書情況

1. 銀川市八里橋小學 (學校用心推展圖書)       2. 鹽池長流墩村中心小學 (圖書工作一般)

3. 西吉縣新营鄉小學 (學校需加强學生閱讀習慣的工作)                                                              



1. 銀川市八里橋小學

2. 鹽池長流墩村中心小學 3. 西吉縣新营鄉小學

寧夏三所小學送贈愛心小禮物
香港愛心人士捐贈的手織冷巾, 毛公仔, 鴨舌帽及糖果



1. 銀川市八里橋小學 2. 鹽池長流墩村中心小學 3. 西吉縣新营鄉小學

寧夏殘障孤苦學童慰問金
香港戴玉美女士捐贈每所小學10位共30位, 由義工代發



寧夏驗收兩所衛生室-感謝錫群基金捐資援建

1. 銀川市西夏區興涇鎮涇河村錫群衛生室

2. 銀川市西夏區興涇鎮十里浦村錫群衛生室

八級防震, 清潔明亮, 有醫長駐看病, 有簡單藥物



2012 寧夏行感言

水窖 水窖這一塊對寧夏來說，真是很需要。水源稀缺，想要改善民生，實不容易。雖說外來人看到鄉民的房子條件

很好，小區的馬路等基建也修得很齊整。錯覺會認為鄉民已相當富裕，無需再給予資助捐建水窖。事實上，這些前

身是農民的鄉民，無論是因為徵地或遷徙(從山區) ，獲政府建房安置，他們卻永遠失去世代務農的機會，絕大部分

被迫當民工。房子外觀雖好，屋內卻沒有資助，建水窖對其而言，仍然是一項不輕的負擔。所以，水窖資助項目，

在寧夏還是非常值得推行。

衛生室 觀感上覺得寧夏人辦事態度認真。個人考察過的衛生室有雲南、貴州及廣西等地的；看到寧夏的衛生室，眼

睛一亮。寧夏的衛生室，較其他省份的，略勝一籌。這裡的衛生室，光猛整潔，是衛生室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醫

生也比較像醫生。個人認為值得向捐方推介，相信捐方多半會滿意。不過由於建築成本超過人民幣15萬以上，如果

可能，要求捐助資金提高至港幣35,000 – 50,000元之間較合理，以免捐資與總投資相差過巨。

圖書室 我們考察的寧夏小學規模較大，可惜多數圖書室略顯薄弱。圖書數量不足之餘，其中很大部份根本不適合小

學生閱讀。例如網上武俠小說，也有一個品種的書竟有幾十本。猜測是因為沒有銷路而捐來給學校的。圖書室真不

好辦，投入可以很大。

資助殘疾學生 此行附帶為一捐方派發殘疾學生補貼金。我們發現經3所小學挑選出來領取人民幣100元的30名學生，

有智障的、聾啞的、跛腳的。缺陷雖有不同，各人穿的衣服都較為殘舊，表情麻木。這些不幸的孩子，目前在學校

內不但很難獲得特別照顧，更可能是被忽略的一群。我們估計，如果需要，學校能輕易挑選出很多這類孩子。所以

，基金會可考慮加強此方面的援助，每年給予資助。100元太少，200元不多！

15 – 21/10/2012 寧夏行義工張紹嚴



8cld0248_Screenshow.ppt

甘肅2012水窖細明表

區 市 縣 鄉/鎮 村 水窖（眼） 捐方 水窘編號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新集鄉 坪塬、西坪村 50 陳燕 慈恩2012甘001-050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西鞏驛鎮 羅川村 50 陳華 慈恩2012甘051-100

甘肅 定西市 臨洮縣 窰店鎮 黑石灣村 50 葉成傑 慈恩2012甘101-15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權家灣鄉 田家灣村 50 葉成傑 慈恩2012甘151-20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通安驛鎮 黑家岔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甘201-250

甘肅 定西市 隴西縣 通安驛鎮 古城、高陽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甘251-300

甘肅 定西市 通渭縣 第三鋪鄉 侯坡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甘301-350

甘肅 定西市 安定區 青嵐山鄉 王灣村 50 古天樂慈善基金 慈恩2012甘351-400

甘肅共建水窖 400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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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慈恩基金會捐方

葉成傑 王豪方 吳寧 馬雪玲 陳宋杰.

2. 慈恩基金會義工

鄧建基 劉材君 魏曼齡

2012年10月16-24日 甘肅驗收水窖及考察團8 人

感謝甘肅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全程接待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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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6-24日 驗收甘肅水窖及考察日程
10月16日 Tue 乘MU2326航班 深圳12:55 ==>蘭州 17:45

10月17日 Wed

出席水窖竣工禮及實地驗收水窖訪問農戶。共計8村400眼水窖10月18日 Thu

10月19日 Fri

10月20日 Sat 考察黃河、蘭州市區

10月21日 Sun
到民樂考察慈恩捐方贊助的圖書館、兩圖書館驗收及到學校參
觀慈恩捐方贊助的圖書計畫。晚上乘卧鋪火車。

10月22日 Mon

10月23日 Tue

10月24日 Wed 乘MU2305航班 蘭州 12:35==>廣州 17:00



甘肅各批水窖動工儀式



2012年甘肅各批水窖的相片已收妥，

可以發放給各援建甘肅水窖的捐方留念。

感謝 閣下的捐助!

期盼大家繼續支持，共襄善舉!

2012年甘肅所有水窖完成驗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