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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文更在香港舉辦

了為期五天的學生活動，邀請了

我們資助多年的大學生來港參

與。這個活動對文更以及對同學

都別具意義：對文更，這是第一

個在香港舉行的關愛項目活動；

而對同學來說，更是他們第一次

的出國旅程。5 日 4 夜的行程，

我們一起遊遍挪亞方舟和歷史博

物館等香港名勝，又一同乘搭小

輪觀賞維港夜景，更到了旺角街

頭嘗地道小吃……這些與學生一

起在香港同吃同生活的片段，對

於我過去幾年只是往內地去看望

他們的學習生活環境，可真沒有

想像過呢。

回想 4 年前的雲南之行，是

我加入文更第一次到雲南探訪學

生，那時文更的大學生助學項目

亦剛剛展開。我們特意探望剛升

上大學的幾位同學，還記得當時

與他們在昆明見面的情境：他們

帶著從農村來的靦腆、沉實，默

默的坐著，與我們分享第一年當

大學生的適應與挑戰。以後每隔

半年時間，同工也會到雲南作項

目 監 管， 也

定期與文更

資助的大學

生 見 面。 四

年 過 去， 文

更與學生建

立了互信的關係。

香港活動的其中一晚，同學

得以與多年來一直支持他們的資

助人見面，幾位同學整合了這幾

年在大學的成長，把從農村孩子

至成為大學準畢業生的經歷，真

誠地與在坐的文更董事、支持者

及同工分享。我聽著聽著，心中

很是激動。我見證著的，不僅是

同學的成長，更寶貴的，是我在

文更的事奉生命也伴隨著學生的

改變在更新變化。與其說文更為

學生開了一條走出大山的出路，

不如說我們也在學生身上學到了

堅毅改變的勇氣。

今年，有幾位學生已進入職

場，我們過去幾年所撒的種子

已長成幼苗，要準備接受更多

挑戰。盼望我們過去幾年所傳

承的「信、望、愛」，能成為他

們的養份，在其他地方都能結出 

「信、望、愛」果子。

默默撒 種  歡呼收 割
利盈慧‧項目主任

學生從雲南帶來禮物給梁院長
斌成(左二)還親手製作歷年的關愛相簿

支持者及董事分享交流會

盈慧(左一)與同學在旺角街頭品嘗地道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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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更自 2010 年開始至今

資助「愛心傳承」關愛項目，其

中一個動力是源於背後的一對夫

婦支持者一直堅持著。而 2015

年的今天，這個愛心傳承項目中

的「大學生來港交流計劃」活動，

也有幸得到他們的資助，讓剛大

學畢業生和即將入大三和大四的

同學們與支持者能夠碰面了。

在分享晚會上，斌成同學真

摰地分享他的成長故事：「我來

自雲南丘北縣的農村家庭，父親

為農民工，母親是文盲，我還有

一弟弟但已經輟學了。父母一直

期望我能讀大學，我也是這樣期

望自己，壓力多大，可想而知。」

此時，有些同學也哭了，或許想

到自己也是農村孩子要能讀上大

學，不單止要面對讀書的壓力，

也是經濟的壓力，更加是家人期

望的壓力。

斌成再接續說：「直至高中遇

到梁博士，再認識小利老師（項

目主任利盈慧），他們是我生命

同行者，給我鼓勵、支持和信

心。如今，我能告訴大家什麼是

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

慈……』，又藉著今次分享會，

我要向資助人您們道謝，今年，

我大學畢業了！」只見斌成強忍

淚水，小利老師也雙眼通紅。說

話完畢，全場報以掌聲，他的堅

毅，鼓舞著在場的每一個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就

以資助學生與梁院長及文更的支

持者、同事為例，大家的見面次

數不多，但我們的一句說話、一

個笑容、一個行動，同學們卻刻

骨銘心，對他們的生命帶來積極

的影響。同樣地，我們從學生高

中一年級開始資助，直到首批的

學生今年畢業了，看見他們都比

從前更趨成熟自信，要踏入社會

工作，面對更多的人生抉擇的時

侯，我相信，他們有能力面對。

看見他們的成長，我也被鼓勵 

著，難道這不是生命影響生命

嗎？

我在想，人生中能遇得上多

少個對自己生命帶來積極正面影

響的人呢？又有多少人願意成為

無私的奉獻者，以生命影響生命

呢？

文化更新的關愛資助項目，不

單止以資助金向同學提供即時的

生活援助，更加是以無條件的關

懷，付諸行動，與同學同行。「愛

心傳承」資助項目是有生命力的，

讓生命更豐盛。

生命的意義來自人與人及神之間的互動，

其中愛的交流，

是可以存留於永恆的東西 ! 

寳玉帶領總結分享會

同學們在分享交流會表演合唱送給支持者及董事

學生以心型團坐，代表了對愛的感恩

來吧!生命影響生命
林寶玉‧院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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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流活動

不再是個“夢”
陳明珠‧受助同學

2015 年 10 月 2-6 日： 香 港 五

天行。有人問我去香港是什麼感

覺——我不敢想像，因為這是電影

裡才存在的地方，是夢中才存在的

地方。「夢想」是要有的，萬一實

現了呢！謝謝文更幫我們實現了！

11 月 2 日，天氣很悶的下午我

們到深圳。乘大巴前往住的地方，

大家都很興奮。晚上，感謝梁博士

為了我們推遲了航班，讓我們可以

與梁博士見面。見面會上播放的片

的同學都已經工作了，而我們卻還

沒有見過他們一面。那天我們和叔

叔阿姨們聊了很多，這樣的親密接

觸讓我們很幸福。徐斌成師兄的真

摯的分享讓我們都哽咽了，感謝叔

叔阿姨們的幫助，感謝文更這幾年

的陪伴。就像我們最後合唱的那首

歌：“愛因為在心中，平凡而不平

庸，世界就像迷宮，卻又讓我們此

刻相逢，our home”。感謝愛，讓

我們相逢。

11 月 5 日，我們在香港大學遊

走了一個上午。這是一個思想自由

的地方，景色很美！大家拍照拍得

很 high 呀！下午就到香港立法會，

參觀了中央電視臺新聞裡才能見到

的會議廳。更與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女士會面。晚上，是離別前最後一

晚。不到四天的時間，卻有道不盡

的經歷。那分享會從晚上 8 點多一

直到凌晨 1 點多，誰都不願意去縮

短去打斷分享。離別提前到來，讓

我覺得措手不及。大家拿出自己準

備的禮物，送給三位老師，謝謝他

們的關心與陪伴。

11 月 6 日，上午我們便坐車離

開香港。文更籌備了一年多的活動

圓滿完成了，大家期盼了一個暑假

的活動圓滿結束了。謝謝文更，謝

謝文更的資助者，還有當義工的小

景、黃叔叔和阿豐。

段讓我們心情沉重，梁博士

向我們分享「抬頭仰望星空」

為題的訊息。大四的李慧茹

同學分享信望愛怎樣陪伴著

她走過這幾年，回想信望愛

又何嘗沒有陪伴我們走過這

段路程。

11 月 3 日，上午是挪亞

方舟之行。我很早就在《聖

經》讀過上帝和挪亞的故

事。因為「信」，挪亞得到了

救贖。香港的挪亞方舟旁就

是海灘，海灘對於內陸，特

別是住在高原的我們來說就

像一件奢侈品。大家不顧海

風紛紛脫掉鞋子，走到海裡，

一定要與海水來一次親密接

觸！下午和晚上，我們便遊

走於旺角女人街、尖沙咀維多利亞

港…或許繁華的高樓大廈在我們上

大學的城市也能見到，但香港對於

大陸的每一個人來說，是一種電影

情懷、 是一個想像中才存在的地方。

11 月 4 日，上午到了香港歷史

博的物館。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

香港。下午享用精緻的午茶，各種

各樣的點心，看著都捨不得吃。這

天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夜晚，我們

見到一直資助我們的叔叔阿姨們。

這是我到香港最大的一個動力，他

們一直默默資助我們，最早獲資助

在立法會參觀

明珠代表同學們分享感想

來自雲南的學生第一次見大海，沙灘上寫著我愛C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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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香港之行

珍 藏一生之旅
徐斌成‧受助同學

文更已經資助了我五年了，我

也從一個高三學生變成了大學畢業

生。我報名參加了這次活動，這個

機會對我來說很珍貴。回來以後我

才發現這麼多年我和文更的情在這

次活動後才真正變成一個成熟的果

實。我摘到了這個果實，它如此珍

貴，足以讓我珍藏一生。

五年前我第一次見到梁博士，那

次見面對我來說就像記憶中一直期

待的那束光。上小學的時候，從我

家到學校要走一小時山路。媽媽總

會把門前的燈開著，等我回到家再

關。每天晚上我都期待那束燈光，

因為看到燈光我就不害怕了。高三

的時候我一直在打聽免費師範生等

不需要交學費就可以上大學的國家

政策，因為爸媽無法支付我上大學

高昂的花銷。但是，當梁博士找到

我之後，我在文更的資助下完成了

大學學業。對我來說這五年足以改

變我的一生。因為只有上大學我才

有可能走出那個偏僻的小山村。這

次活動中我又見到了梁博士，他給

我們講了很多梵高的畫並分享了他

對充滿仁愛的世界的嚮往。我以前

對他更多的是感恩，但那天晚上我

被他那種對真善美愛的信念所感

動。我想就是這個信念讓他找到了

我並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們去了文更的辦公室並見到了

文更的支持者。和我期待的不同，

文更的辦公室好小。我之前一直以

為文更的辦公地是一幢大樓。在辦

公室裡，我看到了很多關於我們的

照片和小冊子。我在小冊子裏找到

了自己，裡面竟然有關於我的詳細

介紹，甚至有我寫給梁博士的明信

片上的字。我很詫異，竟然有這麼

多人在關注著我的成長。在我分享

我的大學生活的時候，我看到了那

麼多肯定的眼神。後來曹叔叔一直

和我們說：你們是祖國的未來和驕

傲。我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期望，

這給了我很大的勇氣和自信。

晚會結束時送支持者離開的時

候，林阿姨含著眼淚說：回去吧，

不然我就要哭出來了。那讓我非常

震撼。支持者們資助了我五年，我

都沒有見過他們。這一次交流活動

還是我自願報名來的，但他們見到

我們卻如此高興和不捨。就像我給

梁博士送禮物時的感受一樣，我感

受到了沒有目的、無條件的愛。梁

博士為了和我們見面延遲了航班，

他急著去趕飛機的時候我給他送了

一本有關我和文更的相冊。他一接

過去就急切地翻看並認真閱讀裡面

的每一個字。我很詫異，因為我沒

有想到一個製作粗糙的相冊竟讓他

這麼開心。我們所處的社會，常常

把愛與慾混淆。與慾念不同，神的

愛是向外的。我想到了《聖經》裡

說的，愛是為別人的好處的，而非

向內為自己的，愛是不自私的。

信望愛是文更這五年來對我的影

響的一個果實，是文更賜予我的禮

物。因為相信，文更一直資助我們

上學。蘇叔叔說他不後悔當年的決

定，他還是相信我們是一顆顆閃光

的珍珠。因為盼望，文更一直陪伴

我們成長。小利老師說我們的成長

就是她工作最大的鼓勵。因為愛，

文更一直指引著我們的心靈。在每

一次活動中，文更的老師們都說：

“一定要相信你是被愛的，並且你

也有能力去愛別人。”

謝謝文更在我畢業之際組織了這

樣一個活動，謝謝文更一直以來對

我的愛。祝福文更，也相信文更會

越來越好，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

斌成（右）與資助人林先生和林太太拍照

斌成分享感激文更幫助他完成大學夢想

斌成(左)與蔡董事及同學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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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

一個心靈的避風港
楊勝垚‧受助同學

因為愛，我和小夥伴們與文更

相聚於香港。到香港的第一晚，很

激動，因為能再次見到梁博士，記

得上一次見梁博士還是三年前在昆

明。因為梁博士還要趕飛機，和他

見面的時間就比較短，每次聽梁博

士給我們講話都會自己的心靈得到

一種昇華。信、望、愛，這是我從

他身上看到、學到最多的三字總

結。這次香港行最讓我意外的是能

夠見到程阿姨，以前我只知道她去

了加拿大，我還以為不會再見到她

了。能夠再次加到亦師亦友的程阿

姨我很激動，她帶給我的成長我會

永遠銘記心中。

在參觀方舟之前，我覺得這只是

一個神話故事，和其他宗教或者不

同文化裏的神話故事一樣，並且我

還堅持認為神和宗教只是人類社會

發展所必須的產物。但是在參觀瞭

解完方舟的故事之後，我想到信仰

和相信的力量真的很偉大。因為信

仰 , 挪亞建造了方舟，動物們上了

方舟。在生活中，相信和信仰的力

量改變著世界。

與文更支持者的見面交流會——

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在交流會上

聽了同學和支持者們的講話。從斌

成和賢佑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很多

自己的影子。我們這一次去香港的

同學中，大家都有著許多類似的經

歷，都有一個共同點——愛讓我們

成長。我們都接受了許多來自社會

上的陽光，而我們也在用自己的陽

光去影響、幫助身邊的人。蘇叔叔

的分享讓我知道，不論我在哪裏，

在做什麼，總有一個人在默默愛著

我，同時也學會了相信，相信自己、

相信這個社會。曹校長的講話讓我

記憶最深刻的是那句“科學和信仰

是和諧的”。在我之前的認知中，

科學和宗教信仰是對立的，其實不

然。科學讓人們去探索瞭解這個世

界，信仰並不是去阻止人們瞭解世

界，而是讓人們去更好瞭解自己、

瞭解宇宙奧秘的。和梅阿姨照相的

時候，她說了一句“我可以抱你嗎？

孩子”，在她給我一個溫暖懷抱的

時候自己很想哭，那種感覺就像小

時候在母親的懷裏一樣，安全、溫

暖。在大陸這種大環境下長大的我

是幾乎不會和父母有擁抱之類的，

從所謂的“長大”以後，我深知父

母愛我，但是我們都不會把這份愛

表露出來，但是在外面很多時候累

了真的很需要一個心靈的避風港。

在分享會中有太多的感觸、感動。

在香港的這幾天中，林老師、利

老師和子樂老師，你們辛苦了，每

天你們都很早就起來，晚上又弄到

很晚才休息。在一天的忙碌之中，

雖然是工作，但是我感覺你們是把

這份工作當成一份愛的傳承，去主

動、認真的做好這件事。

文更的各位叔叔阿姨，在我成長

的路上，感謝有你們。我會像一滴

水一樣，在自己接受陽光的同時也

會把這份陽光分享、傳遞下去。

勝垚在蘇主席分享時積極回答問題

勝垚被曹董事啓發，發問問題

勝垚高興與程老師再次見面

勝垚送禮物給梁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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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crrshk.org 

網頁：www.crrs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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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同時，也分享我的

個人經歷。我對他們的

愛也一天一天增加。

在支 持 者分享晚會，

有些同學分享文更對他

們的影響和幫助，我不

自覺地流淚了。我看見

他們現在一個一個那麼

優秀卻不知道他們的背

景卻是那麼艱難。我又

悲傷又感恩：悲傷，原

來他們當中不少都活在

缺乏和破碎家庭當中；

感恩，他們遇上了從天

而降的愛。我看見他們

今天都長大了，有自己

的夢想，也敢去有夢想，我為他

們而驕傲。他們充滿希望和自信

的眼光讓我知道文更不單單改變

了他們現在的生活，也改變了他

們的心。我好像看到一顆樹，本

是被砍下來了，但因著照料，嫩

苗從剩下的樹幹又再次伸展出

來，再次的發芽、成長。我看到

他們的心也好像曾經被破碎、壓

傷，但愛讓他們的希望再次發芽、

成長。今天的嫩苗已經強壯起來。

我相信有一天這些生命會成為別

人可遮擋風雨、給希望的大樹。

在最後一個晚上的同學分享

會，我只有一個信息要留給他 

們，就是他們是我見過最優秀的

學生，因為無論環境有多艱難，

他們仍然有信心、希望和愛繼續

走下去。他們哭了，我也哭了。

究竟在這個世界有多少人知道他

們是寶貝呢？

我 遇 上 了

最優秀的寶貝！
盧子樂‧項目主任

這次活動是我第一次與文更

資助的雲南學生（包括畢業生、

大二到大四的學生）見面，我帶

著好奇和期待心情迎接他們來到

香港。他們剛剛到步的時候，我

忙著把學生們安頓下來都沒有機

會跟他們交流。說實話，我遠距

離看著他們的時候，我有點害 

怕，因為我不確定能否與他們有

很好的溝通。到第一個晚上結束

時，我還沒有機會跟他們單獨聊

天，但我繼續期待著。

第二天，我終於有機會在分組

的時間與六位同學個別認識。他

們熱情的笑容和溫暖的回應把早

前的擔憂完全消滅，而我的心也

馬上被他們奪取了。然後，下午

突然下雨了，我們在雨紛紛的情

況下，穿插在旺角的女人街小攤

位中，互相依靠，突然跟他們的

距離從陌生人拉近到像一家人。

在活動當中，有些快畢業的

學生忙著預備未來上班的用品，

有些還在上學的學生也希望在香

港買到一些參考書和學術物品，

我就當了他們的姐姐，講解不同

用品的分別和帶領他們去購買東

同工子樂(中)與同學建立珍貴友誼

在尖沙咀品嘗泰國菜

在尖沙咀星光大道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