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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受助同學黃小蘭的來信

親愛的梁博士：

還記得我嗎？我是廣西大學的黃小蘭，

今年 5 月在文更南寧的晚宴上，您跟我講

了很多關於文化、信仰方面的知識，真的

使我受益匪淺，感謝您。

其他的叔叔說您很忙，這次沒有時間來

南寧，我們都非常想念您，也非常理解您，

您為我們、為文更、為中國都付出了太多

太多。只是想讓您知道我們從內心深處真

心感謝您。

您發給我的那些文章我看過了，只怪自

己平時積累不夠，知識儲備不足，有些內

容似懂非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宇

宙美善真理的真實性和偉大性。人的思維

永遠都無法與真理相比，我們永遠無法想

像這個世界怎樣來。真理是那樣奇妙，大

到宇宙，小到一個分子、原子，每一個事

物都都變得如此精密、完美。看到宇宙中

的一切如此神奇、如此有秩序的運行，不

得不感歎天地之奇妙和偉大。

我以前是一個十分懵懂的女孩，從小只

知道佛祖、觀音等，不知上天為何物，但

上天沒有拋棄我，指引我一步步去瞭解，

一步步探索真理。從遇到文更開始，我生

活中的奇跡就不斷在發生。我的視野不斷

開闊、知識不斷豐富、內心不斷充實，不

得不說這都是一種真理的體悟。

感謝您們。

想念你的黃小蘭

吳同學1:03:18 AM
哇，十年啦？！真是很偉大而有意思的一

件事情。先不說錢有多少，就是您們付出

的辛苦就知道文更的精神。

銀同學 1:48:14 AM
我不知道怎麼表達對叔叔阿姨的十年如

一日的善舉的感激，千言萬語感恩常在。

文更學子定會銘記叔叔阿姨多年的教

誨。

石同學 3:34:14 AM(video)
聽到這個消息真是太高興了，我們文更的

力量越來越大了 

我們都沒能幫上什麼忙，不過，我畢業後

會把我的力量加入我們文更 

周同學 1:15:02 AM
我在資源啊，資源中峰鄉，做村官，在村

委會工作

unclemei 1:19:37 AM
幹什麼？

周同學 1:20:14 AM
服務農村的。處理一些日常事務，調解糾

紛什麼的，有時候也要去鄉政府幫做材料

莫同學 3:54:38 AM
我是莫同學，我在廣西師範學院，我學的

是法律專業

unclemei 3:59:43 AM
是做律師的嗎？

莫同學 4:00:41 AM
我現在在檢察院實習，現在還沒有找工

作呢

莫同學 4:22:03 AM
叔叔，我是廣西師範學院法律專業的莫同

學，我現在是大四。天氣轉涼，希望叔叔

阿姨們多穿點衣服，您們帶給我們父母般

的關心，我會努力學習的，O(∩ _ ∩)O~ 

樂江小學 28/10/2012 7:37:50 AM
那麼多 真不容易呀 辛苦你們了 多數是

華人捐的還是外國人捐的呀？

隆林中學王同學 28/10/2012 8:44:06 AM
叔叔您們真是好心人！幫助我們這些無

助的孩子， 

真是辛苦您們了。 

蔡同學 28/10/2012 8:57:08 AM 
謝謝文更一直以來對我們貧困孩子的幫

助，叔叔阿姨們辛苦了！也要謝謝所有熱

心的人們，正是大家的愛心，才有我們的

今天。祝福所有的愛心者健康快樂

 

多倫多文更理事梅泰和先生 (Alfred)，2002 年開始贊助文更基礎教育工程，2003

年成為籌款晚宴籌委，多次隨文更到廣西、雲南和上海探訪。他在夜深人靜或清晨

同學還沒有上學時，藉 MSN，QQ 等等聯絡方式，關心和鼓勵受助同學和他們一起成長，

亦師亦友，孩子們都稱的梅叔叔為 Uncle mei，下面摘錄幾段通訊的內容：

藉MSN，QQ通訊

關心和鼓勵受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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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文更叔叔阿姨們，你們好！我叫梁宇豔，我是受你們資助的千千萬萬人中的

一員。我現在已是一名大一的學生了，高中三年來，我一直接受著你們給予的恩惠，

這在很多時刻就像雨後陽光助萬物生長一樣幫我度過了一個個學習生活中的困難。

我從來沒想過上大學後還能得到文更的資助，所以當我手中捧這那象徵著沉甸甸的

愛的資助款時，我心中無疑是激動和驚喜的，於此同時，我腦海中也下意識地虛擬閃

現著叔叔阿姨們籌款的畫面。

我曾經問過一個和我聯繫最多的文更志願者──梅叔叔，是什麼支持著您堅持這份

慈善工作，他說能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生命中為我們的成長盡一份力是他的榮幸。我當

時聽了頓時就紅了眼眶，我想：能在我平凡的生命中遇到你們這一群善良又極富愛心

的叔叔阿姨，我是何等的幸運啊！

我又想，叔叔阿姨你們籌款時，臉上一定是疲憊和微笑並存的。而我則希望在往後

的日子裡，叔叔阿姨能辛苦少一點，快樂多一點。我也會在我求學的路上奮發前行，

不辜負叔叔阿姨的殷切期望。

在這新年即將到來之際，我提前祝叔叔阿姨們新年快樂，闔家幸福！願健康和歡樂

永遠伴著你們左右！──梁宇豔

親愛的文更的叔叔阿姨們：

您們好，我是來自廣西省百色市隆林縣

的胡必成。新春將至，首先預祝各位叔叔

阿姨們新春快樂，萬事如意，闔家歡樂！

雖然我與您們未曾見過面，但是我是懷

著感恩的心來書寫這一份郵件，麻煩梅叔

叔轉發給您們。您們的熱心，就像黑夜中

皎潔的月光，因為您們我從未停止追求夢

想的腳步。因為我深知我不能辜負來之不

易的大學生活，更不能辜負大家的希望！

我很感激叔叔阿姨們對我的關心和愛

護，使我前進的步伐更加穩定。我不會讓

大家失望的，還有我進入了學生會，但是

最有意義的是我做了兼職，雖然掙不到很

多錢，但是我可以減輕爸爸媽媽的一點點

壓力也好。

最後，我想請叔叔阿姨們照顧好自己的

身體，天冷了要加衣，累了要注意休息，

要按時吃飯…總之祝願叔叔阿姨們天天開

心，身體健康！！！

所有和文更有關的人，我希望您們一生

幸福！！──胡必成

文更的叔叔阿姨們：

我是龍勝中學 09 級女子班的一名學生，在前些天，我收到了廣西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當時我的心情無比的高興和激動，因為 12 年磨一劍，我終於圓了我的大學夢！現在我

懷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之情寫這封簡短的信來表達我對叔叔阿姨們的謝意，感

謝您們三年來對我們從未間斷過的愛與關懷。

可敬的叔叔阿姨們，是你們的愛心把原本陌生的你我聯繫起來了。近來我的腦海中

經常出現您們的身影，經常浮現上次我們在學校食堂聚餐的難忘畫面，因為是那次交

談讓我們更加瞭解了你們這個團體，瞭解了你們的工作流程，瞭解了你們的辛苦，瞭

解了你們的偉大與無私。你們付出你們的時間和精力去努力為我們這些學子籌集善款，

幫助我們圓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夢想，你們在我心中永遠是可敬可愛的！

你們的善舉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我們手中捧着的錄取通知書

就是你們成功的證明，你們對社會作出了貢獻，使祖國的下一代接班人有條件去變得

更優秀。我很支持你們的可貴行為，也決心在大學裡繼續發憤努力，以使自己以後有

能力像你們一樣去幫助更多的人，你們的善良與愛心永遠值得我學習！

致文更的叔叔阿姨們以誠摯的敬禮！——梁宇豔 

致文更叔叔阿姨新春問候和感謝信件

文更多年與貧困學生同行，帶來很深的情……

學生們考上大學，或大學畢業，均學會感恩，也去愛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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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起文更，我內心總是暖暖的。認

識文更已經七個春秋，七年，文更深深地

地烙我心，感謝上蒼的眷顧，讓我認識你

們，讓我在最無助的時候，得到文更的幫

助，這份幫助是多麼的刻骨銘心，如今每

每提到此事時，總是眼含淚水。時值佳節，

祝福遠方文更的叔叔阿姨新春快樂，萬事

如意。或許，我與您在不同國家；或許；

我們不曾見面；或許，我們不經常聯繫。

但是我們擁有彼此祝福的心。——楊學琴

加拿大文更的叔叔阿姨們：

您們好！我是來自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資源縣的劉紅娟。自 2005 年文更中

心在資源中學創辦第一個女子班開始到大學，我一直受到文更中心的資助。文更的叔

叔阿姨們不僅給力我經濟上極大的幫助，更是給與我精神上的鼓勵。在文更叔叔阿姨

的鼓勵支持下，我努力地完成了高中學業，並順利進入廣西大學學習。上了大學之後，

文更中心的您們一如既往的向我輸入源源不斷的力量。這七年多來，是您們在默默地

幫助我，使我突破重重障礙，向著自己的夢想前進。每次遇到困難，我都會想起您們

對我的愛和鼓勵，也正是這份無私的愛使我堅持到了現在，我才得以順利地保送了廣

西大學的研究生。在您們身上我學會了怎麼去面對人生的困境，如何去幫助他人。在

此，真誠地說一聲謝謝，謝謝您們對我的愛！我也會努力的將這份愛播散出去。在春

節即將來臨之際，為您們送上我最真摯的祝福：祝您們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萬事順心，心想事成！文更的孩子——劉紅娟

親愛的叔叔阿姨：

你們好，我很記得這麼一句話：施比受更為有福，你們無私的奉獻幫助了很多很多

需要幫助的人，並把你們的“福”與他人分享，這樣的善舉是值得世人祝福和學習的。

以前我一直在表面的認為你們的幫助解決了我們家庭的困難，隨著年齡以及閱歷的增

長，我發現你們所做的並不僅僅如此，你們在用自己的實際行為去教導我們，你們很

辛苦的去奮鬥，但是你們願意把自己的勞動成果與別人一起分享，並默默的奉獻，雖

然我們並未相見，但我知道你們一直在關心著我們，有你的關心，有你們的幫助，我

們的心總是暖暖的，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授人玫瑰手有餘香”。你們的言傳身教，我

會謹記在心，也許我成績不是很優秀，也許我的能力不夠強大，但是我會做我力所能

及的事，把你們給我們的愛一點一滴的傳遞出去。

叔叔阿姨們，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在這新年伊始之際，我祝你們在新的一年裡

身體健康，工作順利，闔家歡！──陽朔縣：廖接豔

叔叔，很抱歉，您的資訊樹蓉沒能來得

及回，叔叔你們都好嗎？樹蓉想你們、愛

你們！天氣變涼了，叔叔阿姨們都一定要

注意保暖呀！千萬別讓自己太累了．叔

叔，您知道嗎？樹蓉放假了，但樹蓉還沒

回家，現在還在南寧做兼職。做兼職不緊

緊是為了減輕家人的負擔，更是為了學

習，為了更進一步的瞭解社會、瞭解自己！

剛剛開始時由於種種原因而想放棄、不想

做了，但最終還是堅持了下來，因為有你

們，你們是樹蓉堅強的後盾，謝謝你們！

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樹蓉對你們的感激

之情！希望你們大家都安好，願您們在即

將來臨的春節快樂、和家歡樂，也希望叔

叔您能夠替樹蓉向在加拿大的好心的叔叔

阿姨們問好，樹蓉想你們、愛你們！希望

您們都能聽到樹蓉的心聲。

叔叔您知道嗎？樹蓉是在學校做兼職

的，加上加班費一天得了七十塊這樣，雖

很累但還是很開心，今天大家都回家了，

今晚就只有樹蓉一個人在宿舍，明天才去

嬸嬸那邊住一幾天，做到年底才回家。

雖然是一個人，但樹蓉一點都不怕，其

實在學校還可以兼職的，但學校不給住

宿，所以明天要得去找新工作了，雖然是

一個人但一點都不怕，找工作很難但這也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所以不管怎樣都要去

嘗試，提前去瞭解也是好的。

叔叔，真的很感謝你們，要不是你們樹

蓉也不知道要如何去面對種種的問題。但

不管是什麼樹蓉都會用微笑去面對一切，

用樂觀的心態去面對人生的，叔叔，您也

一樣喔，要保重身體呀！──班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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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人，

我是 Gwen, 我很想念你們！這是我第一次給你們寫信，請允許我在這以家人來稱呼

你們，因為在我心中你們一直都是我的家人。

2012 已經過去，我們又迎來了新的一年，在這裡我祝願你們能擁有更美好的

2013，同時在新的一年裡能夠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家庭美滿。

2012 的夏天，我通過參加由你們組織開展的“陽光計畫”的夏令營活動，也是這次

活動讓我認識了你們，所以我是幸運的。你們不僅給我們帶來了歡樂，而且還給我們

帶來了更多的溫暖和幫助。然而我們在一起時間總會過得很快，轉眼又要送你們離開，

那是的我們都是那麼的不捨，最終

我們不得不接受現實，只能看著你

們離開。當車子遠去直至消失在我

們的視線，把我們無情的拋在原地，

淚水不停的掉落，我們是那麼的傷

心難過，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快樂的

日子，我永遠都會記得，那些屬於

我們的美好回憶。

2012 年 11 月 15 日，Zita 姐 姐

和文更的叔叔阿姨們再次來到我們的學校，來看望你們一直掛念的孩子們。有你們的

關愛和幫助，也有你們帶來的溫暖，我們都過得很快樂，很幸福！

記得夏令營時，Jonathan 曾說過你們很關心中國的孩子和中國的未來，當聽到這句

話時我們都非常感動。Zita 姐姐說過你們會一起再回來看我們，因為我們是你們心中

一直掛念著的孩子。還有梁博士在黑板上寫下的話。梅叔叔也曾對我說過這麼一句話，

他說“愛是沒有限限制，愛是無限的。”

叔叔阿姨和加拿大的志願者朋友們，在這再次的感謝你們，謝謝所有幫助過我們的

愛心人士。你們是所有孩子的家人，所有學生的朋友，你們用熱情的心關愛著我們，

一顆心，創造和諧美好明天。

我多麼的想對你們唱起這首“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謝命運，

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

永遠愛你們的──融水的韋綺玉 Gwen

敬愛的梅叔叔：

您好！我是陽朔中學 08 屆的一名學

生，我叫鄧濤。（別看我的名字像男生，

可我確實是一個女生哦 ~）

又是一年，春節將至。感謝您這麼多個

春秋以來對我，對所以貧困學子們的幫

助。我在這裡就先祝您：春節快樂，闔家

歡樂，身體健康！

我很抱歉，一年了，才給您寫了這一次

信。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當面給您鞠個躬，

以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方式來表達我對您

的感激，但卻一次次地錯過機會，不能

如願以償。就如 2012 年 11 月 10 日晚

上，您和其他的叔叔阿姨們為我們組織的

一個聚會，我很想去，但可惜的是，我遠

在重慶的西南大學學習，實在是有心而力

不及。本想所請假，但又想想，覺得那又

是對老師，對您的不尊重，也是對自己的

不負責。我深知，唯有更勤奮的學習才能

報答您在我高中時刻對我的無私的愛。同

時，我也在儘量的憑我的能力以我的方式

去 ? 明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傳播愛。

謝謝 ! 謝謝您，梅叔叔！謝謝您愛的鼓

勵與幫助，讓我在高中得意更安心地學

習，圓了我的大學夢，讓我能夠在大學提

升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有能力去迎接未來

的挑戰 ! 謝謝您！真的感謝！──鄧濤

文更教育工程已幫助超過6,000多位人次的中國農村學生，

欲進一步了解事工，請與我們聯絡

電話：604-435-5486	 電郵：info@crrs.org	

或參閱網頁：www.crrs.org

致文更叔叔阿姨新春問候和感謝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