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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講解員夏吾李加向筆者介紹閱讀藏文的方式

五一二

5 月 12 日，是四川大地震的週年紀念

日。自 2008 年汶川地震引發世紀性災難

後，這三年來文更一直積極回應災區的需

要，當四方八面充分提供物資時，香港文

更在學術上發起以「災難與宗教」為題的

研討會，分別於 2009 及 2010 年，與學者

們一年一度以宗教與災難為題的會議中反

思交流，會後採訪災區，震盪心靈。美國

文更就從心靈健康的醫治與預防，打開另

一扇關愛之門。今年五月，香港文更人員

加入美國文更以主席黃偉康博士為首、聯

同美國北加州支持者的探訪團，前往成都

探訪擔任災後重建工作的不同單位，又在

都江堰、映秀鎮等地震遺址悼念受災人

士，是思維與行動一脈相承的關懷，是跨

越文化貼近心靈的旅程。

　　
五二三

四川是民族大省，全國第二大藏區，全

省藏族人口 150 萬，僅次於西藏。我們抵

達成都的第一天是五月廿三日，正是西藏

和平解放 60 週年紀念日，得到西南民族

大學陳秋燕副院長特意安排我們參觀了世

界上規模最大的藏學文獻館，並由藏族講

解員夏吾李加親自介紹文物、經卷的整理

包裝、收藏和閱讀的禮儀。能這樣認真地

認識當地的民俗文化，對我們的旅程大有

幫助。

重建與超越

今次的旅程，對香港和美國兩地文更都

是一個週年探訪，前者著重宗教與災難的

學術角度，後者在於心靈重建工作。每天

每個活動均以災難為經、心理健康為緯；

在深沉的腳蹤外，我們有機會與不同階層

和類別的前線人員和專業人士會面，了解

災後重建的最新面貌、和他們的處境及需

要。

在專業培訓方面，我們探訪了三個培訓

諮詢師的機構：提供個人及小組諮詢服務

的「牧者心理健康諮詢有限公司」、舉辦

諮詢培訓課程及研討會的「仁愛醫療基金

會」、統籌國內外資源網絡和交流的「加

拿大國際生命協會」。

在社區層面，我們看到家庭和家長、學

校和師生所受的重視，畢竟他們是社區結

構和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參觀在社

區內成立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從為小學

生情緒宣洩而設的「發洩室」至社區舉辦

的家長活動，均盡顯社區承擔，令遠來的

訪客如我都大受鼓勵。

同一場合亦有「成都市 2011 年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現場會」，先後由市內青羊區、

錦江區和武侯區三區的心理健康前線工作

人員，匯報工作進度和為中小學老師提供

的心理健康培訓活動，當我看到教育工作

者得到這麼有效的支持網絡時，耳畔彷彿

出現三年前叫嚷著的口號：「眾志成城，

抗災救災」、「手挽手，心連心，共同托起

明天」。

今天的 512，被定為「防災滅災日」，他

們的積極態度，令我想起心理學名詞「前

攝行為」(proactivity)，即是人對可預

期的情況發生前所採取的積極性行為。的

確，「災難」雖會拆毀，但亦會給人「重建」

的力量，甚至使人有「超越」的勇氣，只

取決於我們回應災難時的態度。

心言與心育

態度源於心，今次的旅行讓我接觸到兩

個新名詞：「心言」和「心育」。

到步的第一天，我們與高級心理諮詢師

羅悟饒晚飯會面。她是澳洲人，在中國生

活十三年之久。她的諮詢工作是以「心靈

語言」（heart language）進行輔導。心

靈語言能夠表達在溝通中字面以外的信

息，如人的情緒及感受，及傳遞信息的意

像，對幫助曾受深層傷痛人士非常有效。

「心靈語言」的重要性令我想起四川仁愛

醫療基金會的秘書長游建國老師。在我們

的訪談中，他語重深長地指出婚姻輔導上

的「翻譯技巧」：「夫婦之道在乎翻譯的技

巧，如何看到對方言語背後的心意」。要

打開人的深心處需要另類的語言和翻譯的

技巧！

2011年5月23-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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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認識「心靈語言」，我又接觸到「心

理教育」。5 月 25 日早上，我們出席青羊

區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成立揭幕典禮，節

目由孩子們演出的話劇揭開序幕，讓他們

說出纏繞著他們內心世界的困難和感受，

從而帶出這中心成立的使命與特色。之後

又宣佈這中心成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全

國輔導中心──四川輔導站」，在四川承

擔著一個獨特的輔導角色。「區域性推進

中小學生命教育的實踐研究」是全國教育

科學十一五的課題，出席老師們分享各區

域的心理教育工作。原來當地曾經出現的

日常見面語不是「你吃了沒有？」而是「你

鬱悶了沒有？」

典禮臺上中央位置放著寫上「德育為

先，心育為重」的橫幅。「德育」在「五育」

(德、智、體、群、美 )中為首，「五育」

在國內放在《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國

民教育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

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以「培養學

生兼具道德、智慧、體能、群性、美感的

多元目標與內涵」為國家教育的特色。

因 512 世紀性災難和四川人自強不息的

抗災精神，令心理教育在當地受到極大的

關注，以致整個社區積極面對逆境、勇於

創建未來。

525我愛我

5 月 25 日，我們到訪西南民族大學，入

口兩旁豎立著多個巨大的宣傳板和充滿活

力色彩的橫額，原來是 525 災難紀念日的

佈置，但我感到奇怪，為何紀念災難會如

此高興？為何選擇 525 而不是 512 ？

原來選擇 525 因為普通話發音近似「我

愛我」，提醒大家自愛。因著這紀念日，

校內舉辦不少學生活動中，鼓勵學生積極

面對過去和將來。

自三年前的地震後，西南民族大學立即

於 2009 年在原政治與社會學學院的基礎

上組建成立社會學與心理學學院，擔當一

系列的社會工作和應用心理學相關的專業

學科及研究工作。校內，學院負責全校學

生的心理健康的教育和諮詢工作。校外，

在國內不同社區單位建立了實習基地，積

極為社會提供專業服務，主動參加災區重

建工作，形成了應用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

科特色。

西南民族大學令我看到教育和學術對社

會的積極承擔，校園內，我看到「呵護心

靈，擁抱生命」等口號標語，我看到學生

的活力、感受到校園的氣氛。工作會議後，

老師帶我們坐校巴離去，當我們走近時，

十多位排列候車的同學讓我們後來居上，

原來學校鼓勵同學向老師和訪客實踐禮

讓，從而自律和自愛。這場景令我想起一

位四川朋友訪港後的感言：「香港沒有我

們的災難，但香港人的臉上卻充滿疲憊和

防備。」此話發人深省！

好人好事　慈善與公益

「媽媽之家」負責人劉猛原本是河北經

貿大學教師，地震發生後不久到了災區擔

任前線工作，後來隨著災區需要的變化，

關注再孕媽媽的情況，於2009年創辦了「媽

媽之家」，務求在經濟上、親情上和心理

上三方面幫助受助人士。他認為「沒有甚

麼傷痛比失去子女更痛」、「她們需要走出

陰影，關注未來的生命，而不是沉緬於過

去的陰影與哀傷之中」。

劉猛和他的團隊有此信念：「好的援助

應該如春風化雨般不留痕跡。」他指出好

人好事的真義在於能令受助人真正的受

益，並就「慈善」、「公益」、「志願服務」

三詞常被混亂使用的情況作出界定：「慈

善就是我拿出我的物資和金錢給予別人，

不管如何使用，就是好人做好事。志願者

奉獻自己的勞動和時間，就是做好人做好

事。公益是整合慈善家奉獻的資源，和志

願者奉獻的勞動和時間，以致能讓受助者

受益，才是公益，若受助者沒有受益，不

算公益。所以我們現在只提公益，不提慈

善。」他們不單讓我看到人情，更有源自

同一份血濃於水的國情。

人情、國情、好人、好事……令時常奔

走於慈善和公益之間的我有所領悟──人

情造就國情，有好人才有好事，以慈善的

心出發，以義務的精神行事，收一個公益

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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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在聆聽與關心前線人員的苦與樂時，我

認識到災民最怕的三件事：「一怕餘震、

二怕堰塞湖、三怕諮詢師。」怕諮詢師過

度承諾，只有問只有講，即有關心者，亦

非同行者；故此，當災區重建的早期，他

們「防火、防盜、防諮詢師」。

面對著滿有「害怕」、「防備」的對象，

他們工作的阻難可想而知，故此，我們向

前線人員送上襯衫，為他們的辛勞而打

氣，他們興奮地選擇各自喜歡的顏色和圖

案，更即時穿在身上與我們拍照留念。

因 T 恤顏色的艷麗，團隊頓然醒目起來。

我好奇地問他們將會如何處置這 T 恤，他

們竟有獨特的回答：「我巴不得天天穿著

它！」、「我捨不得穿，會把它掛起來看。」、

「這麼珍貴，我會把它收藏起來。」、「我

有一件，穿一件。」

在共同生活的五天裡，來自美國和香

港的我們一起關心他人，亦互相關顧；我

們活潑地為前線人員打氣，亦莊嚴地悼念

死難者；我們一同跨文化越幽谷，不分董

事同工義工支持者，只想真誠地把好事做

好，發放關愛精神，溫暖被訪的各人。

文更在 512 災區資助中小學老師的心靈

教育工作，經過三年的耕耘，終告完成。

十月份，我代表美國文更主席前往四川，

出席大會在都江堰舉行的結題會和相關的

工作會議。

2011 年 10 月 16 日，我和項目主任黎靜

宜於早上6時半由成都起程，不到兩小時，

便到達都江堰的映秀鎮。舉行結題儀式的

地點附近是地震遺址漩口中學，馬路的另

一邊便是重建的小社區。正如主持會議的

汶川縣委書記、縣長張通榮憶述三年來堅

守汶川的感受：「災後汶川縣無論城鎮鄉

村住房，交通通訊等基礎建設，公共服務

與城鄉體系，全是重建的。」這位藏族縣

長慨嘆：「汶川縣建縣 58 年的工程量趕不

上這三年！」

要安身　先安心

一陣陣的冷風從會議室的大門邊滲進

來，映秀鎮的位置在成都西北方向盤谷山

帶，溫度比成都低約攝氏 5 度。選點於重

建的七一中學內舉行兩項重要典禮：(一 )

由汶川縣及成都市兩教育局合辦的「汶川

縣及成都市中小學心理骨幹教師培訓」結

業禮，及 ( 二 ) 由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督導、四川西南民族大學進行的「災後中

小學生心理疏導研究」總課題結題會。

在典禮台上有多位是次項目的骨幹人

士。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副司長于長學指

出「安身」重要，但「安心」更重要，這

個培訓課程開創了一個有效的培訓模式作

日後的參考和依循，研究成果又發揮效

用，例如汶川 512 後出現了青海和雲南的

災難，現在建立「心理健康」隊伍便大派

用場。司長鄭重說明要把這隊伍「保護好、

維護好、發展好」。

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韓震教授對研究項目

給予很大的肯定：「一個心靈健康的民族

才是壯大的民族。」他認為能通過學術研

究，接觸災難後的心靈，是難能可貴的；

又具體指出這項目的三個成功因素：(一 )

長期的研究數據，( 二 ) 心靈和自身的參

與其中，( 三 ) 汶川地震項目令災後心理

干預在科學性上得到一大提昇。至於教師

培訓課程，他認為「天災人禍不能避免，

但這次的培訓可保障心靈上的堅強。」

　　

2011年10月15-17日

地震遺址帶來儆醒，文更看到心靈重建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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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我愛你

坊間除了以525的諧音取意為「我愛我」

外，另一熱門號碼組合是 520，表達「我

愛你」。很多人對愛下了不同的定義，又

分不同的層次。今次的結題典禮上，北京

師範大學心理學院資深教授林崇德說：「愛

自己的孩子是人的本能，愛別人的孩子是

份神聖。」一位完成課程的章姓男老師補

充：「我不是上帝，愛人的路亦很漫長…(他

停了半晌再繼續 )…我相信我會做到的。」

他們的情操，令我想起西方的愛的哲學：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的欲愛 ( 希臘原文

eros)、亞里士多德的德愛 (philia) 和宗

教經典《聖經》中推崇的博愛 (agape)。

如章老師所言，我們這課程裡的教育工作

者經歷了一份超越人性慾望的愛“eros”，

學習以別人為中心的一種善良無私的關

愛“philia”，林教授更在這愛的互動

與宇宙間運行的恩情中觸到一份神聖感

“agape”。

嘉賓們都向三年培訓課程內參加的老

師、校長及教練們致謝，大家的觀點互相

碰撞，流露關愛，感恩前行。在過去的三

年，雖然我並未有參與其

中，只是結題時出現，但房

內近百人的溫馨氣氛，令人

不難感受！

過程與進程

除文更之外，有另一個來自新加坡的

資助機構 BGR 的亞洲區總幹事 Ben，以

Project( 項目 ) 和 Process( 過程 ) 來勉

勵完成培訓的每一位，「項目完結但這個

培訓是一個過程，將不斷延續下去，應繼

續互相扶持。」是的，我們這些資助者會

有離開的一天，留守當地的就是他們。我

們外來的人和物的資源有限，但他們能發

揮出來的抗災力量是無限的，且可一傳

十、十傳百。

典禮完畢，各位專家、教練與老師們擁

抱道別，我們部份外來的資助者與老師們

及工作人員在中學飯堂一起午膳暢談。之

後不忘再訪地震遺址憑弔一下。除了漩口

中學遺址外，我們走上可鳥瞰地震全址的

漁子溪瞭望台，亦是 512 祭壇，俗稱「萬

人墳」。當年地震發生，同一時間出現太

多屍體需處理，有關當局把這山頭定為埋

葬之處；事後，政府修茸這裡讓死者家屬

可設置墓碑紀念。站在山頂處遠望，重建

的盡是一排排全新三層高的藏、羌族建築

風格的屋子，有的由災民自住，有的成為

旅館、食肆。

看來，只要我

們著意每個小

個過程，重建

的進程是指日

可待的。

生活化的心靈教育

留守在當地推行心靈重建工作的孟恩，

工作不忘親子，趁孩子在週末不用上課，

把他們也帶到活動場地順道親臨災區，他

令我看到當地人如何把這段經歷生活化地

教育下一代。他又特意帶我們往河匯之

處，解釋當時地震後泥石流的原因，細說

災區四圍那道由九寨溝直衝到來的水流交

接處，讓我現場感受到這水流破壞力之

大！要懂得抗災就先要認識災害，我很感

謝他給我的抗災教育。

這一帶因地震、因遺址、因萬人墳，成

為了世界級旅遊點，即使是墓地，都有數

位婦女在售賣地震相片及藏羌族的手工藝

品。中國的經濟發展，無處不在。

行程的最後一天是十月十八日，亦是

「中國西部國際博覽會」的開館日。在成

都市從機場到市內都滿布博覽會的標誌及

橫額。當地的華西都市報 (2011.10.18)

頭版展示成都市的發展定位為「宜業宜商

宜居的國際現代化城區」，並銳意作為「金

融龍頭」、「房產第一」。

這個西部城市發展周長有序，誰可想

像她在三年前曾大傷元氣？在眾多的發展

口號中，我看到「西部崛起，教育先行」。

在這個城市的發展中，我興幸文更有機會

參與心靈教育的工作，讓沉痛的心靈活過

來！

受訓的章老師表示會努力將心理健康知識發揮在教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