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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加多

宝集团及英特尔（中国）在三年的时间

里共同投入2000万元，启动“公益同行·

芦山NGO社区合作发展计划”，进一步

将NGO参与灾后重建招投标资助项目向

农村扶贫NGO合作发展项目上进行推

进，结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农村社区扶贫

经验，与NGO合作扩大实践范围，开放

战略、建立标准、参与式扶贫，逐步探

索从灾后重建恢复与农村社区发展的

NGO合作发展模式的资助之道。 

“公益同行”项目是基于中国扶贫基金

会在汶川、玉树灾后支持NGO组织参与灾

后重建的经验而设计的NGO合作发展项目

，探索从灾后社区陪伴、社区重建向常态化

农村社区发展模式的NGO合作模式。 

2005年至201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已

投入7135万元，通过项目支持、能力建设

等方式，累计资助了220个公益项目。 



 

 

由项目人员、专家团队、财务人员组成实地

考察小组，评选出2015年支持的12个项目

2015年3月 

项目组实地走访了3家新申请的项目机构，

组织了新项目评审，新签约一家合作伙伴。 

2015年7月 

召开项目座谈会，明确了“公益同行品质

管理”要求。 

2015年8月 

项目组与监测团队一起，进行了项目普查。 

2015年10月 



 

 

监测评估 

目标：提供第三方参与式项目监测、评估，

共享项目监测评估报告，提炼精彩案例、模

式。 

进展：每周一次电话监测；每月一份进度监

测；每季度一次实地监测；2015年6-7月，

中期评估；案例研究。 

产出：3-12月项目月度监测报告及简报；4个

案例初稿，中期及终期监测报告。 

行动学习网络 

目标：以两个行动学习网络的方式为NGO伙伴

助力，梳理NGO参与灾后重建的经验。 

进展：社区组已开展3次活动，生计组开展1次

参访学习。  

产出：3次社区服务活动简报。 

 

政策研究 

目标：选取典型案例，提出农村社会治理

中的社会组织参与机制的政策建议框架。 

进展：3月，项目实地走访；12月，项目

中期调研。 

产出：1份项目实践调研报告；4份政策舆

论选编。 



 

 

芦山公益同行计划I期于2013年8月份发布，2014年选择了芦山灾区

16个项目进行支持，同时确定助力工坊、分享沙龙、监测评估及政策研究

等助力成长服务方案。 

2015年芦山公益同行进入项目实施的第二个周期，中国扶贫基金会进

一步优化项目模型，以项目支持为核心，资助12个项目，并开展了行动学

习网络，进行月度监测反馈、案例提炼及跟踪调研等活动。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芦山公益同行共支出951万元，其中2015年支

出442万余元。 

公益同行•NGO合作社区重建计划（芦山）项目支出列表 

  匹配资金/元 支出资金/元 2015年支出 备注 

人才培养 1850000 0 0   

项目支持 13260000 8906140.33 4317470.33 

赠与亚洲2015

年投入76万元 

成长陪伴 1100000 348371.05 78488.1   

活动支持 500000 259257.16 29007.6   

激励机制 250000 0 0   

总计 16960000 9513768.54 4424966.03   



 

 

◆  养蜂培训专家曲大哥 

       曲别刮虎是当地的养蜂能人，也是我们养蜂项目邀请的乡土

专家。他从2009年开始正式接触并学习新式蜂箱的中蜂养殖，6

年下来累计了大量的经验，经常为当地彝族同胞进行中蜂养殖技

术的培训。和康华一起合作后，曲别刮虎尽心尽力，自己动手制

作收蜂帽以及蜂帽，积极为社区中蜂养殖农户进行中蜂养殖技术

培训，每个月必去柑子口村的蜂场亲自检查2次，对一些养蜂技术

问题进行指导。他经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以后你们再过来玩时，

可要小心哦，小心满山的蜂群把你蛰了哦！ 

       2015年社区中蜂养殖共取得蜂蜜1387斤，截止2016年1月份

已销售500余斤，销售额约4万元。2016年1月份成功注册合作

社。2015年10月受益户代表与养蜂管理小组组长同项目工作人员

参加了成都首届公益慈善交流会，进行LOVE蜜的展示。12月

LOVE蜜与成都众善之家的绿色超市成功对接，拓宽了销售渠道。

2015年中社区共进行了两次外出考察，开展了三次电商培训。

2015年年底召开了中蜂养殖社区经济发展项目总结会，分享成果

与经验，并形成综合社区发展实践报告提交给政府部门。 

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

以养蜂为切入点，组建社区

互助小组，利用电子商务平

台推广营销，为社区增收拓

展可持续市场机制，探索环

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实

践和探索“造血式”的农村

社区经济增收与环境保护协

同的社区发展模式。                    慈展会LOVE蜜布展                                  日常蜂群检查 

养蜂专家曲别刮虎 

项目名称： 

美丽中国乡村梦，健康蜂蜜

彝家情 

执行机构： 

成都康华社区发展中心 



 

 

项目名称： 

灾后重建生态旅游村落

中利用当地资源传承手

工艺文化与社区生计发

展相结合  

执行机构： 

成都市锦江区大爱武术文化

传播中心 

◆ 新农村，妇女自强 

 在我们的学员中，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学员，她叫张燕。今年

27岁的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由于自己身体上的残疾，每天

主要在家里带孩子，帮助公公婆婆料理家务。不满足现状的她，

心中依旧有自己的创业梦想，在得知我们开展的培训活动后，毅

然决定参与其中。我记得他说过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要不是我生病导致残疾，我现在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但现在的

生活，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取更多的收入似乎算得上圆满了。 

利用项目所在地丰富

的金丝楠木资源，组织培

训手工艺佛珠生产和销

售，组建由当地人和当地

政府共同管理的互助合作

社管理和销售。同时培训

20名当地贫困留守儿童参

与大爱功夫梦的培训，参

与武术比赛和社区表演。 

       截止2016年1月，共计生产佛珠64串，累计销售53串，销售

收入超2万余元。2015年10月建立了一只社区儿童功夫梦表演队

伍，多次登台，受到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赞扬和肯定。2015年4月

在龙门乡建立了一个以社区为中心，辐射整个青龙场村的社区生

计帮扶培训中心，招募20名学员参与培训（包含8名残疾人学

员），11月互助小组正式转型为合作社，开始自主筹备合作社成

立相关事宜，并于2016年1月正式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确立了

受益对象受政府认可和扶持的正式身份。 

        孩子们利用课余时间刻苦训练                           学员武术演出 

张燕在认真的生产加工 



 

 

项目名称： 

芦山县太平镇大河村养殖项目      

执行机构： 

河北进德公益基金会          

◆ 生活需要燃起希望 

       舒瑞连（女），51岁，3口之家。从2014年11月至今担任合

作社饲养员一职，这期间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有艰辛有过抱

怨，有失去信心的时候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但她最终还是坚持

下来了。因为通过学习自身素质大大提高，工作越来越得心应

手；因为接触公益，有了担当和责任，有了一颗感恩的心。用舒

瑞连自己的话讲：“做这样的公益项目其实不难，难的是害怕别

人不理解，没有人支持，只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不管怎么样，

总要有人来担当，那我来吧，不去想结果会怎么样，先尽心尽力

做好眼下的事情。” 

       2015年，养殖规模扩大近一倍，羊只存栏数210只，出售淘

汰羊5只，获得的收入为合作社所有。合作社目前共有42户社员，

新增合作社成员10户，全年召开合作社大会2次，进行了加强合作

社制度安排、利益机制、成员合作行为和组织绩效等方面的努

力。2015年全年共组织合作社成员外出参访学习183人次，开展

种植培训51人次，开展养殖培训106人次。 

社区集会 

    通过合作社的方式，

培养村民组织管理、监督

评估及合作精神；开展农

户培训，培养会生产、懂

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

民，授村民鱼的同时，授

村民以渔；促进项目社区

和谐与团结，改善受益人

的家庭收入。 
         村民外出参访交流                                      村民饲养的羊群 



 

 

项目名称： 

芳草计划——雅安灾区草食

家畜发展示范推广及农民合

作组织标准化建设项目 

执行机构： 

秦巴乡村发展研究中心 

◆ 养长毛兔的供销社主任 

         杨绍林，62岁，家住仁义乡岩峰村。曾在仁义乡担任多年的

供销社主任，上世纪90年代供销社解体后下岗，以养殖长毛兔为

职业，并被推选为仁义乡长毛兔养殖协会会长。在他的带领下，

附近好几家村民都投资建设了大型养兔场，他们互帮互助，共同

学习，成为雅安地区长毛兔养殖的榜样。杨绍林还利用子在长毛

兔养殖方面的经验，经常为村民讲解和指导技术，鼓励和带动村

民大力发展。 

       近年来，供销系统承担了农村电商和产业发展的任务，老杨

又利用自己曾经是供销系统老员工的身份争取市县供销社对长毛

兔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支持。社员们戏虐地称他为：一只不老的

“种公兔”。 

    本项目主要在雅安市

天全县仁义乡培育优质南

江黄羊及长毛兔，力图使

项目点成为雅安地区优质

南江黄羊和长毛兔的供种

基地，并倡导雅安市县政

府把草食家畜的发展作为

一项骨干产业高度重视和

大力发展。 

       2016年初，长毛兔数量达到15000多只，比项目初期增加了

4倍，产毛量提高了50%，户均增收达到1.8万元。南江黄羊发展

到350只，销售120多只，户均增收2.3万元。经济效益大幅度提

高。为该地区草食家畜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项目的成

功实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先后有10多个组织和个人前来观摩

考察。宝兴县罗家村长毛兔养殖专业合作社先后4次组织人员到我

们项目点学习观摩，并新成立了一个妇女养殖长毛兔的合作社。 

长毛兔养殖协会杨会长 

                      人工授精培训                                        剪兔毛大赛 



 

 

◆  邻里乡亲温情互助 

       潘正华 61岁 合作社成员之一， 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有

一女儿已经出嫁到离家比较远的雅安名山县，今年初，由于坐骨

神经长期压迫导致下肢瘫痪，家里七亩多地就他老伴一个劳动

力，根本没有能力继续种下去。两位老人万分焦急，乡亲们知道

后，当即表示：“大家伙乡里乡亲这么多年，难道眼看着他们老

两口受苦，我们袖手旁观，怎么可能。”于是大家商量好，由合

作社安排，轮班在潘正华家翻地、插秧、打谷子做农活，到了年

底潘正华家的七亩地不仅没有减产，还依然用是自然农法耕种

的。潘老说：“我虽然倒下了，但合作社互助的精神没有倒下，

乡亲们的关爱丝毫没有减少。看着地里绿油油的，我得心情都好

很多，觉得我们合作社是有希望的。 

    协助城市家庭学习实

践城市生态农耕及必要的

手艺，提高生态意识，促

进支持自然农耕及小农的

意愿及行动。过程中，城

乡家庭建立沟通与共识，

产生订单消费与合作往

来，磨合探索适宜于城乡

家庭需求的合作机制。 

       2015年共筹办2次以上的乡村自然农耕践学坊，5次城市生态

农耕践学坊，7次城乡手工艺践学工坊，并建立了城乡家庭实作践

行奖励机制。2015年合作社共有5个家庭掌握了生态农耕知识和

传统技艺并在地实践，20个城市家庭了解和掌握了生态农耕知识

和生活技艺。通过成功举办城乡恳谈会及供需工作坊的形式，合

作社完成了10-12万生态农产品销售额。建立自然生活者实践与分

享合作网络，筹办了自然生活者实践与分享网络交流会，并组建

了专家支持团队，探索出一套城乡合作家庭农场的实操手册。 

成功的大米种子 

              晒谷子                                                 种庄稼 

项目名称： 

城乡家庭合作农场之系列践

学陪伴计划 

执行机构： 

成都高新区野草生态社区发展

中心 



 

 

◆ 失败乃成功之母 

      舒世刚，雅芦种养合作社理事长，40岁。地震之前一直在开

货车，地震后由于建房压力把货车卖掉，为了能够在家长期发展

2014年在村里成立合作社，可由于管理，技术等方面问题导致合

作社经营一段时间后社员退社。舒世刚反思自己遇到问题，觉得

个人能力有很大问题。因此在此人才培养项目中他积极参与学习

培训，每次培训都做满满的笔记。问他这些东西对自己有实际作

用吗，他说“有些就是现在用不上也要记下，以后哪天可能就用

上了，我现在要努力不断的充实自己。汲取上次的失败经验教

训，这次一定要把合作社管理搞好。” 

   通过解决社区合作组织

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社区归

属感缺乏，社区产业发展资

金基础薄弱等问题，建立社

区自组织能力建设、社区服

务与互助金融管理体系，让

合作社成为带动农村社区发

展的驱动力，为雅安灾后重

建合作社发挥促进社区和谐

发展的扶贫模式。 

       2015年，共为14个合作社提供社区服务、互助金融、人才培

养方面的服务，协助合作社进行互助金融、社区服务活动的实施，

并开展人才培养外出考察、集中培训、座谈交流等活动。年内，合

作社共收到申请29份，评审通过并签约支持18家合作社（社区服务

7家、人才培养8家、互助金融3家）；期间，项目举办大型培训活

动4次，小型培训交流活动10余次；合作社开展社区服务共48次，

服务人群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受益人数超过千人次。益众通过

集中培训、交流参访、自主学习、学习网络建立等活动形式，参与

培养合作社成员30余人。 

   舒世刚在做展示分享 

              合作社培育评审会                      合作社互助金融及社区服务培训 

项目名称： 

合作社为主导的社区综合发

展项目 

执行机构： 

成都高新区益众社区发展中心 



 

 

项目名称： 

芦山清仁乡“心陪伴•新发

展”社区综合发展 

执行机构：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敬业乡工石阿姨 

       石正敏，仁加村乡工，49岁，户籍为仁加村协和组人，嫁至

芦山县城，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和常人没啥区别，可就

在我们工作人员偶尔在一次生日会与她相识后，从此就结下了缘

分。她从没落下每一次的乡工活动与分享，即使在街上也一定会

赶来的，一起走访时，一些不理解的村民会开玩笑似的问她为什

么？每次她的回答都很简单，因为做的这些事情让人感觉很开

心、很快乐，也很有意义。工作生活中的她从来都是不怕脏、不

怕累，对人诚心、对事用心，所以把她引入公益圈子里，一定是

给于了彼此一个最好的选择。 

培育乡村在地社区

工作者并在其所在村落

提供社区服务，开展关

爱老人、儿童及残疾人

等活动。通过帮助这些

弱势群体，使其达致自

助和互助的目的。 

       截止2016年1月，已为当地社区培育15名乡工，开展15次乡

工培训活动，参与人数达230余人次。2015年中至少有9户农户参

与了加村生计互助小组，实现平均每户经济收入达5000元以上。

社区服务方面，开展儿童青少年服务9200余人次；老人探访服务

60余人次，社区活动服务老人1400余人次；仁加持续开展晚间电

影放映7个月，大同广场舞持续开展12个月；开展社区融合活动

14次。 

社工为老人检查身体 

            坚持上课·开心快乐的小朋友                                晚间电影 



 

 

项目名称： 

宝贝心立方 

执行机构： 

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  永不言弃的向上少年 

       王俊鸿，19岁，患有很难治愈的先天性心脏病，2012年被学

校劝退，后来仍坚持返校上学。表姐得了相同的疾病后，他感到

很绝望，总觉得对不起周围人的关心，父母常常以泪洗面，说对

不起他，他不知如何面对。参与了项目的心理咨询后，他成为了

一天公益的志愿者，寒暑假里与孩子们一起上课，跳舞、唱歌、

玩游戏，每天的重复着整理，打扫，开放的工作，刚开始也觉得

乏味，但渐渐感觉到了其中的快乐，对公益有了新的感想，他说

人的价值并不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更多的应该是这个人在集体乃

至在社会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是可以用金钱去衡

量，而是一种让生命发光发热的表现。 

    通过在过渡安置点营

造一个居民主动参与自

治，良性融合与发展的社

区，提高社区儿童对安置

社区或重建社区的归属感

和责任感，社区居民能够

进一步产生社区管理参与

意识，社区本土注册公益

机构能独立运转。 

2015年共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快乐舞台”4次，总计700多人

参与活动。周一到周五开展一天托管服务8750人次，兴趣班的主

要内容为：故事会、手工、绘画、舞蹈、游戏、搭积木等；为儿

童提供心理辅导24次；开展小组活动35节；小红帽服务活动26

次；开展本土专业人才培训13次等。同时，项目产出的“本土机

构”通过定期的培训及事务的参与，已经能够独立运转了，2015

年该本土土机构已接到2个项目。 

        永不言弃的向上少年 

            儿童心理辅导                            “小红帽”为老人过生日 



 

 

项目名称： 

天全三小驻校社工项目 

执行机构： 

成都心益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高冀琴，女，10岁，家里有爷爷和弟弟，父母离婚，家里全

靠在外打工的母亲接济。因为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与教导，平时

自己的个人卫生不会自己打理，常常会受到同学们因为个人卫生

方面的排挤。高冀琴是夏令营第二期的招募对象，也是小苹果义

工，经过长期参加我们的活动，高冀琴小朋友学会了自己打理打

理的个人卫生，并且还会主动帮助比她还小的小朋友整理个人卫

生了，平时在社工站也是积极分子，性格也慢慢变得开朗了，与

同学间的关系相处的愈加融洽。 

    项目主要服务包括

协助儿童处理成长过程

中因家庭、学习、生活

等带来的心理问题；丰

富儿童课外生活, 通过

社会化、生活化教育给

孩子平等发展的机会，

促进儿童自我发展；同

时关注住宿制学校住校

生的融入和管理。 

       截止2015年12月底，三小社工站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共计服务

11937人次。其中图书借阅1245人次，沙盘服务234人，组织开

展了61次兴趣小组活动。 新一千零一夜住校生入睡故事系统安装

完成并投入使用，现已播放了179个故事。社工信箱进一步跟进的

个体辅导有5人；并开展了16节正向成长课程，小义工团建培训

20余次，运动队团建课27节，教师培训一次，工作人员培训8

次，亲子活动开展3次。 

   六年级毕业生纪念照 

       小义工利用废弃资源做环保用品                         阅读小组活动 



 

 

项目名称： 

美丽乡村·和谐太平 

执行机构： 

雅安市爱心蚂蚁公益服务发展中心     

◆ 欢欢的感言 

        欢欢，女，12岁，祥和村人。幼时慈父见背，姐姐在邻县读

高中，靠妈妈的小铺维持生活开支。欢欢本是个内心的孩子，在

参加了爱心蚂蚁的小蜜蜂计划、寒暑期成长营等一系列活动后，

欢欢有了很大的成长和改变，成为了优秀小志愿者。 

       欢欢说，最难忘的活动是黑暗中对话，活动中感受到黑暗中

盲人是强大的，而我们是弱小的，也让我知道了以后不要占盲

道，如果遇到盲人要与人方便。在本次活动遇到的困难是在成都

双眼井小学没有笔，也没有学习工具，都是双眼井小学的同学借

给我的，彼此间的互助让我感受到了同学间的温暖。 

    通过开展特色活动、

加油计划课程以及驻校社

工的专业服务，陪伴儿童

度过灾后重建阶段的成

长，建立起互帮互助、慷

慨分享的积极态度，自信

乐观地面对学习生活，使

山区儿童的身心都得以健

康成长。 

        2015年，项目开展了暑期成长营和寒假成长营各1次，服务

中林小学和胜利村共209人，参与志愿者28名，开展了儿童兴趣

培养、安全教育、自然教育、主题活动、行为纠正以及志愿者

素质拓展等活动内容；期间开展小蜜蜂计划各1次，中林小学和

杨寺庙活动中心直接参与儿童22名，志愿者8名。社区儿童活动

中心的常规陪伴如课业辅导、手工绘画兴趣培养、儿童成长陪

伴及小小图书角以如期开展，项目效果明显，并于2016年元旦

正式组建了一支8人的小小志愿者队伍。 

      小蜜蜂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认真学画        寒假成长营杨寺庙分队的手工课展示 

           优秀小志愿者-欢欢 



 

 

◆  爱心传递-芦大姐 

       芦炳洪，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初中已住校；小儿子患自闭

症，在上小学。因震后房屋损坏未重建，丈夫在外忙生计，她每

天的生活也是在上班，照顾母亲和孩子，生活单调又忙碌。工作

人员知道后，也曾劝她能多考虑下自己的生活。但她说自己有时

间，坚持做义工照顾老人。她说以前小儿子治病花了不少钱，但

有国家的政策补贴，也受到了爱心志愿者帮助，解决了很多困

难。看到益多护理员来为自己的妈妈服务，很想加入服务团队，

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回报社会对她孩子的关心和照顾。现在带头

做个榜样，做些好事，希望孩子以后也能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通过拓展老协生计途

径、培养当地核心护理团

队、引入专业护理培训、

推动政府支持和购买等方

式，建立2个农村居家养老

服 务 示 范 点，从 能 力 培

养、居家养老服务机制建

立、老协生计项目支持、

推动当地政策资源落实等

四个方面达到项目的可持

续化目的。 

       芦山益诚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立，在当地招募了10名本土护

理员，其中大阪村5名，横溪村5名，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建立了

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指导体系。项目已为两村建立340位60岁以上

老人档案，分三类针对性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益多与两村老协沟

通讨论，设计出符合当地特点的大板村九大碗服务队生计项目和

横溪村老年茶坊生计项目。两个项目都已启动实施，并实现盈

余，收支单独立账，记录清晰。项目结项时，横溪村老人照护专

项基金共有1200元；大板村老人照护专项基金共有960元。两村

都已制定《老人照护专项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并开始实施。 

         芦大姐入户照顾老人                       

      横溪村护理员在为老人整理床铺             横溪村慰老健康行·健康知识宣传 

项目名称： 

乡村居家养老服务驿站可持

续发展项目 

执行机构： 

成都市高新区益多公益服务中心 



 

 

项目名称： 

芦山地震灾区上里镇庙圷

“生态村”建设 

执行机构：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四

川社工站 

◆  社区厨房开灶 

       2016年1月7日，庙圷村社区厨房开灶仪式顺利开展，广东绿

耕督导、香港理工大学内地事务办事处代表、设计师、上里镇包

村干部、庙圷村书记及村民们参与到了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开灶仪式也按村的习俗设置了账房，大家来参加开灶仪式的

随礼都将成为庙圷村社区公益金，也为以后庙圷村的公共事务的

开展奠定基础。 此次开灶仪式，是用村内传统的仪式来举行的。

一百多人的全家福，大家共同为着开灶而做的努力，一点一滴、

一步一步，都是社工站和村民共同走过的路程。前路漫漫，但因

为有陪伴，却也不孤单。 

    以村落的传统聚居地为

切入点，通过村民参与式手

法，培育村民建设乡村自组

织，围绕生态、社会、经济

三大目标，打造社区公共空

间，搭建社区互助平台；挖

掘当地的文化、环境资源，

提升村民对文化及环境保护

的意识；并通过城乡互动活

动，带动老院产生新生契

机，重新发挥价值。 

       社区厨房打造完成并投入使用，开展了众多对内的服务活

动；社区厨房的接待功能开始体现，对外的培训接待为参与的村

民提供了一定的生计补充。社区博物馆打造基本完成，通过口述

史整理出庙圷村生活中的物件、人物故事，并将部分老物件在厨

房进行了展示。社区内的村民小组从公共空间管理小组和妇女小

组，整合重组为目标职责更为明确的三个小组：厨房接待小组、

民宿小组、文化体验小组，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借助城乡互动

活动，各小组共同完成了多次的活动，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也

不断促进组织内部的规则的完善，组织建设的效果凸显。 

社区厨房 

                       筹备宴席                                                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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