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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種的人最期望的事是收成的日

子。古代的農耕社會，人人都期待

著每年的豐收節，希望歡呼收割自

己所耕耘的成果。到了現代社會，

人人都期待著每月銀行賬目上的收

成。我們都享受著耕耘的成果，為

我們生活帶來飽足。在 3 月 6 日的

晚上，我見證著文更和支持者，過

去多年以愛心栽種，結出了豐碩的

果子——就是資助學生的畢業與成

長。

 兩位學生受邀來到香港，兩位

都是雲南文山州一中學第一批的受

資助學生。兩人均大學畢業了。從

前，他們的家裡貧困，即使成績優

秀，但家裡要供養他們讀書十分困

難，感恩他們得到文更的資助。因

此，他們感謝文更資助，以致他們

能順利完成高中及大學學業，亦感

激文更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陪伴和

關懷，給予他們精神價值的灌溉。

從他們的分享讓我明白到，文更

的存在不單單是資助者，更是教育

者、關懷者、同行者。過去每年文

更同工都會前往雲南，探訪學生，

認識孩子，帶領活動，灌輸仁愛的

道德和價值。學生分享到與文更最

深刻的回憶，莫過於文更同工親自

來大學探望他們，勝垚說即使他

們的父母也沒有機會來過大學探望

他，反而無親無故的文更願意來關

心他、鼓勵他，讓他切實地感受到

愛。而且，他們去年有機會來港參

加活動，與文更的叔叔阿姨相見和

交流，讓他們能夠認識這世界確實

有人願意無條件去付出愛。一晃眼，

文更與他們共渡了七年的時間，同

行過成長的路。

文更就像父母般付出和灌溉，期

望這些受資助的孩子都能夠成長。

分享會晚上，學生分享到自己過去

大學四年成長的點滴，這就像孩子

學成歸來，與父母述說自己這段時

期的經歷：困惑有時，快樂有時，

受助有時，助人有時。我有幸能夠

看見這些學生已經成長，今天成為

有抱負和理想、有自信和活力的青

年人。我相信這也會是每位文更「父

母親」的心願。

透過聚會的信息，並與學生的接

觸，讓我具體了解到文更的事工和

價值觀。從學生的故事，他們不但

得到助學金（身）的幫助，學生與

文更的互動與關係，更讓學生得到

情緒上（心）的支持，以及精神上

（靈）的造就。這是一個身心靈全

人關愛的資助模式。而且，這個關

愛的過程，由分享愛與接受愛的相

互傳遞，並鼓勵同

學延續關愛家庭、

社會和國家，這便

是「愛心傳承」。

愛 栽種的果子
柳盼遠‧項目主任

所有出席分享會的董事與同工、支持者、新朋友大合照，筆者(左後排一)

同 工 分 享 篇

筆者(中)和兩位受資助同學

蔡少浩

文 更 的 異 象 藉 著 主 席、 梁

博士及兩位學生在當晚充份表

露出來， 給我最深刻印象是學

生們從困局 、無助 、沒有自

信到踏上學習的路途──由中

學到大學，重拾信心、投身社 

會，當中成長的過程反映到文更

在這一方面的建樹及影響力。

更不能忽略的是梁博士的文獻

及對中央的建議，並一路協助基

督教的仁愛價值在國內的推廣，

實是功不可抹！

曹希銓

詩人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文更二十多年來在中國的土地上撒

下仁愛的種子，日見收成了。在異象分享會中，細聽院長的講述，與不同

宗教的對話，與中央官員的溝通，扶貧的事工等等。而扶貧工作，可以是

十分簡單，就是投下金錢和物資，但文更看重人心靈的需要，前線的同工

不辭勞苦，前往偏僻的地方，去探訪受助的同學。一位受助的同學，在當

晚分享，他讀大學多年，因經濟的原因，家人都沒辦法到學校探望他，但

文更的同工卻跑去看他，他深受感動。今天他畢業工作了，為了參與文更

的異象分享會，特意來港，還帶了雲南當地做的餅來給賓客品嘗，餅中加

入了雲南種植的玫瑰花瓣，吃後令人齒頰留香。但願文更的工作，就像受

助同學帶來的餅，內醞的香氣，在中國這個遼闊的國土上，不斷的散發！

程婉玲

董 事 分 享 篇

異象分享會特別邀請了曾接受資

助並已大學畢業的雲南文山州學生

彭海浪和楊勝垚，從國內來港在晚

會中分享他們與文更的成長路。他

們帶來的故事、摯誠的分享溫暖了

在場 60多位嘉賓的心。

我有幸代表機構接待他們住在我

家，除了可以節省活動經費外，更

重要是可有多些時間和他們相處。

晚宴翌日 3 月 7 日的清晨，我

坐在客廳中，向著兩個關上門的房 

間，為在內安睡的海浪和勝垚默默

禱告，願當晚眾人給他們的愛和勉

勵，讓他們對世情多點認知和感覺；

我亦為他倆在台上分享時所展現的

真誠和自信感恩，因他們同時亦鼓

勵著台下的我們！

兩人匆匆的來、匆匆的走，不

但沒有帶走這片璀璨的雲彩，更讓

我擁抱新舊記憶：七年前我在文山

州第一次遇見當時高二的他們；五

年前我在昆明執著地偷取某個公幹

早上往機場前的時間，探望剛入雲

南大學的海浪和昆明醫科大學的勝

垚；直至現在在香港，在餐宴節目

上合作，在斗室內一同生活，在文

化上交流，在心意上更新變化。

我邀請你和我為海浪、為勝垚、

為們在「愛心傳承」資助項目的孩

子祝福，且看我們的腳蹤如何再度

遇上！

香港文更於 3 月 6 日晚上假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舉行異象分享

會，當晚出席的董事與同工、支

持者、新朋友等共 61 人。梁燕

城院長以文更使命的三大特點，

介紹文更事工在中國的發展歷

史，並分析當前局勢，展現出文

更的願景——中國文化的復興。

聚會亦邀請到兩位雲南的受資助

學生，分享他們與文更多年來的

「情」。文更的董事、同工和義工

各按各職，彼此相助，讓這次的

晚會成功完成，並且得到與會者

的欣賞肯定和奉獻支持。

更新的時代:

中國新方向
異象分享會   後記

由左下：程婉玲(董事)、蘇祖耀(董事)、蘇永乾(主席)、梁燕城(院長)、曹希銓(副主席)、蔡少浩(司庫)；
由左上：柳盼遠(主任)、莫寶聯(助理)、彭海浪(受助同學)、盧子樂(主任)、林寶玉(經理)、 
        利盈慧(前主任)、楊勝垚(受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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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色的心聲
莫寶聯‧行政助理

看見大藍圖
盧子樂‧項目主任

籌備已久的異象分享會終於在 3

月 6 日舉行了。我帶著期待的心情

與各位文更支持者和兩位來自國內

被資助學生會面，對於我來說是一

件很興奮的事情，因為我很想當面

表示感恩。當天，我感受到大家對

文更和事工的愛戴及鼓勵，真的深

深被感動過來。

晚宴當天，我擔當司儀，所以

很多時候我也在預備不同環節的台

詞，非常緊張的同時也很開心能夠

在多位的嘉賓面前代表我們的團隊

帶上當天的節目。我看見大家對事

工的興趣，我也深感興奮，知道在

天國的事工中，文更並不孤單，反

而擁有很多同路人。當時的我更是

像打了一支強心針，覺得神要成就

的事，他就會把人力、物力帶到適

合的地方。

在梁院長的分享中，我仿佛再次

看到神在文更的藍圖，就是我們每

一位有份參與的人都要成為天國的

使者，協助許多的領袖、學者和孩

子到神的愛裡。因此，我也再次被

在整個異象分享會中，雖然我是

擔當後援的小角色，但心情卻很緊

張，因為怕自己有什麼錯失而影響

整個團隊及當晚的聚會，感謝主，

整晚的聚會都很順利進行，而且在

這次的異象分享會中，我感覺到我

們同工之間十分合拍，各就各位的

同時，也互相補位與鼓勵，好像

盼遠，他會走在我身旁細聲提點我

一些下一環節要注意的地方，而做

司儀的子樂，她總會時不時便從遠

處給我一個既溫暖又充滿鼓勵的微

笑，叫獨坐在一旁工作的我不感孤

單及放鬆緊張心情，而 Freda 在病

中無休息的帶領著我們整個團隊。

當晚，除了聽到梁院長、學生和

各位董事的分享，叫我這初入職文

更的員工更明白文更的事工之外，

我還仿佛見到他們裡面與神及與文

更的「情」，都叫我心裡十分感動。

整晚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

對夫婦，他們因有要事，所以聽完

筆者(中)在接待處招待嘉賓 梁博士分享後便隨即離開，但那位

太太曾問及《文化中國》，所以我在

送他們出去時一拼將最近兩期的《文

化中國》送給她，當走到門口時，

她真摯的對我說她會回應我們事工

的需要，並將她與她丈夫的卡片給

我，我被吸引的並不是她說她會回

應我們什麼，而是我看到她面上在

離開的時那份滿足與喜悅，我又仿

佛見到一顆「飢渴慕義」的心得飽

足了！

筆者(左)和梁博士

鼓勵，不要單單看自己負責的小事

情，反而要看到背後每一個崗位加

起來的力量。這個想法在聽到兩位

被資助同學的分享時，更深體會這

道理，因為他們正正是這藍圖的受

益人。這次異象分享會，我相信文

更同工、董事們和支持者都得著很

多，更能明白不同角色的意義。

同 工 分 享 篇

有機更新的邁向新里程
林寶玉‧辦公室經理

這兩位雲南被資助學生分別是

彭海浪和楊勝垚，他們倆都是香

港文更自 2010 年開始資助他們高

中到大學畢業。海浪繼續升讀研

究生，研究隋唐史及敦煌學；勝

垚畢業後便回饋雲南文山就業，

任藥物製劑技術員。他們代表資

助學生在異象分享會上分享過去

到現在與文更的心路歷程，透過

他們親自的講述，配合相片，聽

著看著，仿佛看見文更就是土 

壤，支持者是雨水，學生們是種籽，

慢慢發芽成長，被栽培。

勝垚同學知道有機會與支持者見

面，他便遠道帶來雲南特產的鮮花

餅送贈給每位來賓，又與他討論文

更關愛項目將來的發展時，勝垚那

一股熱誠，主動地表示他已接受文

更多年的資助，他既然已經畢業並

工作了，日後若項目發展有需要的

話，他認為是他應該回饋文更，繼

續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在短短一個晚上，能聚集文更董

事及同工團隊、支持者、新來賓、

資助學生，相互交流，透過分享又

認識文更於領袖方面，學術方面及

筆者帶海浪、勝垚參觀文更辦公室

蔡董事多謝兩位同學的分享海浪、勝垚與蘇主席(左一)、蘇阿姨(右一)

關愛方面的事工。席間支持者的愛

心捐獻，就像栽種期間適時的施 

肥，在生命孕育的過程中，補充養

份。文更的「愛心傳承」計劃集結

活潑的助學內容，支持者投入的參

予，院長同工的親身關顧，使項目

多元而有生機，在生生不息的成長

中又不斷進行有機更新。項目帶動

香港文更往前邁進，邁進下一個新

里程碑，下一個新里程碑將會由畢

業大學生培育成為領袖，由他們關

心學弟學妹，回饋社會。

海浪、勝垚與資助人林叔叔、林阿姨(左二、三)
程阿姨(右一)

筆者分享文化更新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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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您好，列車即將到達終點站

香港紅勘站……

列車廣播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

緒。香港，這個讓很多人嚮往的地

方，我第二次來到了這裏。

下車後剛剛走出大廳就看到了程

阿姨在等我和海浪。看到我和海浪

的那一分鐘，程阿姨眼裏流露出來

的那種興奮，像是母親終於見到自

己在外面很久才回來的孩子的那種

興奮。簡單的交談，樸實的話語，

熟悉的感覺。

六號早上我和海浪為了多了解香

港宗教文化，參加了教堂的崇拜。

在歌唱的過程中，有一種心靈很寧

靜並且充滿力量的感覺。大家一起

彼此祝福，一起贊美。雖然我不是

基督徒，但是活動中還是能深深感

受到信徒心中那種對於他人真摯的

祝福和關愛。

下午六點，在晚宴開始之前我

和海浪協助佈置場地，第一次參加

這種晚宴，資助人不斷到來，心中

開始有點緊張。後來，發現還是有

認識的面孔，雲南項目資助人林叔

叔，又看見文更的人員程阿姨、蘇

伯伯、梁博士、曹校長、利老師等，

他們感覺很親切。晚會開始之前，

和許多的叔叔阿姨他們交談，第一

次見面但是沒有太大的陌生感，我

很自信的給他們介紹自己。在晚會

中，梁博士分享的時候是用粵語分

享，我很努力、認真地聽，但是基

本聽不懂在講什麼。坐在我旁邊的

一位阿姨小聲對我說「勝垚，你把

椅子轉過來，耳朵靠近我，看著上

面我給你翻譯。」後面我終於能聽

懂梁博士的分享內容了。真心很感

謝那位阿姨，這麼細小的地方她能

發現並且願意為我做翻譯。之後我

上台分享我和文更的故事，在介

紹中把自己也帶到自己過去的生活

裏。讀書改變了我的生活，或者說

是改變了我的命運更合適。很多故

事只有自己經歷過才知道其中的滋

味。我很激動，自己能在這次活動

中親自對幫助我的叔叔阿姨們親自

說一聲謝謝並深鞠躬。因為有了他

們——一群我完全不認識的人的關

心和愛以及幫助，使我有機會改變

自己的命運。有些東西真的很奇

妙，在和文更認識的這七年裏我成

長了，現已經大學畢業工作了。文

更幫我成長，我從文更那裏學會了

愛心的傳遞，我雖不信主，但我相

信愛。

我的腦海裏一直在迴響起教

堂裏的那首歌「無論是住在美

麗的高山，或是躺仰在陰暗的幽

谷，只要你願意抬起頭仰望天 

空，雲上太陽它一直在……」

只要我願意抬起頭，雲上太陽它

一直在，永遠照耀我心頭。

海浪(左)、勝垚(右)與程阿姨(中)在紅磡火車站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香港文更事工，請與香港文更同工聯絡：

電 話：(852)2393-9440  

電 郵：info@crrshk.org    網 頁：www.crrshk.org

[ 上接左頁 ]

很感謝這次的香港之旅，有機會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到有這麼多的人

在身邊關心自己，感覺被愛緊緊包裹

著，也就更有了前進的勇氣和力量。

對文更的每一位老師和董事，除

了感謝還是感謝，感謝上帝把你們帶

到我的身邊，感謝我們的相遇，感謝

有你們一直在我們身邊陪伴我們的成

長，這次的香港之旅收穫很多。

受助學生分享篇

雲上太阳 永遠照耀我

楊勝垚‧受助學生

因愛而感謝被愛而感動
彭海浪‧受助學生

我和勝垚同學參加香港分享會，

和文更的相遇是在高二時候，這麼

多年文更的老師一直在我們身邊

陪伴我們成長，想想真是高興，有

機會可以去到文更的辦公室，可以

有這樣的機會跟文更的老師們有更

多的接觸和瞭解，想想也是很興奮 

呢。

因你珍視而變得珍貴

程阿姨（文更董事程婉玲女士）

在香港紅磡車站，來接我和勝垚，

還是那麼的親切，一下車就詢問

我們坐車的各種情況，帶我們去她

家，給我們介紹沿途的地點。雖然

四年沒見，但程阿姨就像我們的好

夥伴一樣，完全沒有距離感。到了

程阿姨的家裏，她的家是一個精心

裝點的溫馨小屋，墻上貼著一家人

生活的照片。最讓我覺得感動的是

架子上的相冊集，看得出她對生活

的熱愛和珍惜，心中滿有希望，那

麼不管境遇如何，內心都是豐盈和

充實的。看了程阿姨的相冊，我也

決定以後把自己生活的點滴記錄下

來，生活有百般形態，卻因你的珍

視而變得珍貴。

晚上見到了小利老師，小利老

師是陪伴我們時間最長的文更的老

師，也是我們最熟悉的老師，對她

有不一樣的情感。我們在程阿姨家

附近的餐廳吃飯，品嘗了有香港特

色的奶茶，一起談天，聊聊這幾年

的經歷和生活體驗，這樣相聚的時

光真是彌足珍貴，真是不知道下一

次再相聚是什麼時候了。

感覺像國寶大熊貓

在 6月 3日，當晚會快要開始，

嘉賓們也陸續地來到了活動現場，

嘉賓們聽說有雲南的同學來參加活

動，都來和我們一起合影。

第一次感覺像國寶大熊貓一樣，

後面知道嘉賓們來自不同的行業，

他們當中就有我們的資助人。我知

道自己待會還要上台發言，心中有

些忐忑，也擔心自己和同桌的賓客

沒有共同話題，氣氛顯得尷尬。可

是晚會開始後，旁邊的文更支持者

一直充當我的翻譯，讓我心中的忐

忑也少了許多，同桌的資助人們都

十分和善。我們聊到我的家鄉、聊

到我的學業、聊到許多東西，才發

現自己的擔心和緊張有些多餘了，

也就慢慢放鬆下來了。梁博士講了

文更的運行機制，上到國家領導 

層，下至對貧困學生的資助，打從

心底裏佩服梁博士的堅持和付出。

我上台發言時，心中的緊張反而沒

有了。

筆者分享他們與文更的相遇、相識、相交和相念

一顆愛心和對上帝的愛

看到蘇伯伯（文更董事蘇永乾主

席）眼神中流露的肯定，更加給了

我勇氣。我和蘇伯伯相識是高二時

候。他說很欣慰看到我們的成長，

從膽怯到甚至哭了，到今天敢於站

到台上發言，他很開心。我也很感

嘆蘇伯伯和梁博士的友誼，有朋友

一直在身邊支持自己，是一件很開

心的事。蘇伯伯是我們遇到的貴

人，他對我們的幫助無關於財富，

無關於名譽，只是出於一顆愛心和

對上帝的愛，真的感謝蘇伯伯。

信仰的厚度與深度

在大陸生活的人們，可能都不

太明白信仰對於一個人的意義，看

到大家因為同出於對上帝的愛，願

意幫助我們，播散愛，我隱約覺得

信仰就像一個人的精神的支柱，信

仰讓你的生命獲得不一樣的厚度和

深度。整個晚會下來，更多的是感

動和震撼，看到有這麼多人願意伸

出手，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跟自己

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人性並不是冷

漠的，正是有這麼多的愛，才讓這

個世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的緊

密。    [下接右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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