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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栽種‧生命的建立
教育工程工作報告2011
蘇柔美
這裡亦是 1929 年鄧小平、張雲逸等老

程。首先我們到達是隆林中學，隆林的

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領導百色起義的

當住人口 4 萬多，就只有隆林自治縣的

地方。目前，百色下轄有 11 個縣；包

一所中學。全校共有 58 個班學生 3,700

在今年的五月，文更團隊已經是第

括平果、田東、田陽、田林、德保、靖

多人，來自農村家庭生佔 85% 以上，貧

15 次進入廣西山區進行考察。這次團

西、那坡、淩雲、樂業、隆林、西林，

困家庭學生有一半以上。我們當天與一

員共有十多人；當中包括梁燕城博士、

其中有 10 個縣被列為國家級特別貧困

批特別貧困生見面，他們大部份是孤

多年來一直支持助學工程的王蓓蕾女

縣，兩個縣是自治區重點扶貧縣。由於

兒，來自父母早逝、單親家庭、或父

士及多倫多梅泰和先生，還有朱寶玉女

自然等條件影響，到 2010 年底，全市

母殘疾的困難家庭。在座談和分享時，

士、鍾競業先生、鍾李穎怡女士、蔡清

還有貧困人口約 60 萬人，其中未解決

同學們都有自己個別困苦的情況，我記

源先生、蘇德光先生……。在團隊中有

溫飽約 15 萬人，扶貧工作仍然十分艱

得其中一位讀高一的陶含英女同學，因

兩位年青人陳柏楊和蔡錦怡是首次加

鉅。我們今次到達是其中一個最北最貧

父母早逝，自少隨嫲嫲爺爺生活，現

入，她們在家長的鼓勵下參加了這次的

脊的地方──隆林。

在嫲嫲爺爺已經 70 多歲，她只能自己

考察活動。

助學新一頁
廣西百色體驗
文更在廣西開展巳逾八年的助學工

這次我們到達隆林市縣城西部的者

出來打工，幫助自己一點學費，她非

浪鄉坡，從南寧到隆林約 700 多公里，

常感謝她的班主任，一直幫她，支持

開車需要走六小時。從廣西慈善總會負

著她。這位同學將來希望當一名醫生，

責人那裡得知我們走的公路是兩個月

幫助窮困有需要的病人。在座談會上，

前新建設的。

每當同學們講到傷心艱苦的經歷時，

程範圍包括：資源、龍勝、陽朔、恭城、

我們到達隆林市縣城西部的者浪鄉

都會令在座的支持者及官員們感觸萬

融水和武宣等六個縣份。經過多年來的

坡，在隆林裡，我們做了助學工程調

分。這亦催使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去呼籲

努力和幫助，我們看到個別縣的教育落

查、探訪貧困學生及研究學校重建工

更多的人仕來支持助學扶貧這個行動。

探訪隊和受助學生

探訪隊到深山探訪學生家庭

後現象已改變了不少。所以為了讓文更
的助學資金用到其他更需要的地方，我
們這次特別選了一處新的地方考察─
─廣西百色山區。百色市是廣西壯族
自治區最大的城市，西部與雲南相接，
北部與貴州毗鄰，東面與南寧緊連，
南邊與越南接壤。全市人口 360 多萬，
有壯、瑤、苗、回、彝、仡佬等七個少
數民族，其中壯族約佔總人口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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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浪鄉坡合村隆懷小學
百色隆林山區學校
重建的需求
位於隆林縣西部的者浪鄉坡合村。這
裡主要是壯、漢、和苗等民族，人口
在廣西百色山區家訪

困苦的山中孩童

百色山區：模範的隆林楊縣長

從山中走出來的縣長

2,260 人中，適齡兒童差不多 300 人。
學校建於 1955 年，校園面積 1,320 平
方米。因受地質災害影響，校舍多處發

在探訪過程中，我們艱難地爬上了

在考察百色隆林時，最令我們留下深

生裂縫，且裂縫每年逐漸擴大，不斷有

一處陡峭的山峰中，去探訪一對相依

刻印象是一直陪伴我們左右的隆林楊

石塊滾落情況發生，隨時有塌下來的可

為命的姊弟，他們全靠叔叔全力照顧。

縣長。肥肥的身驅，帶有一副慈祥、認

能。為防患於未然，在 2009 年中政府

提起已經兩年沒有與父母相見，兩姊弟

真的面孔，畢業以後當過老師、校長，

續令全校師生開始到外邊租用民房上

忍不著的眼淚，一顆一顆的掉下來。在

校育局局長，最後成為隆林市的楊縣

課，同學們於是分散不同位置的臨時校

當地，像這對姊弟的艱苦情况是非常普

長。這位楊縣長正正是從貧困山村走出

室中上課。臨時校室非常簡陋，外牆是

遍的，因在鄉村中，中年人全都到外面

來，經過努力、奮鬥的成功典範例子。

用牛糞及竹片搭成的屋子，學生在這樣

打工，老人和小孩留在家，留守兒童非

他從少便在隆林長大，八歲時，媽媽因

環境讀書差不多已有兩年多的時間，現

常多。文更探訪團員，都被孩子們的遭

病去逝，由爸爸一個人負起了養家又

在他們迫切需要一所新的校舍，來應

遇深深打動，希望幫助他們重返校園，

要照顧子女的支柱。因爸爸管教嚴厲，

付未來 180 多個小學生的需求，以盡

不用再為生活、為環境而放棄學業。

時常教導他一定要努力讀書，要他多

快解決該校師生長年無校舍上課的問

我相信，只要給他們一個讀書的機會，

多關愛別人，所以直至現在，他對學

題。為了這個問題，隆林各族自治縣教

將來他們必定有可以改變山區面貌的

生問題、對村民紛爭，都會親力親為，

育部決定搬遷該校到另外一處安全地

能力。就好像我們遇見的楊縣長。

對人民亦非常愛護。他曾經為解決一

方，重建校園。經過多番考察及協調，

件村民鬥爭，自己走了七小時的山路，

已在坡合村隆懷村選好了另一塊安全

要親力親為解決事件。可見他是一個親

的新校址，並已做好各方準備，新址佔

愛人民的縣官。

地面積 1,050 平方米。預計興建一所三
層高面積 750 平方米的教學樓。另外加

文 化 更 新 研 究中心

上學生宿舍、食堂、操場、廁所……等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等的設備，整個重建項目所需費用由隆
林教育局、廣西慈善總會及文更共同籌

懇請您們支持
接受各地捐款

集資金。我們希望盡快籌到足夠資金，
盡快興建新的校舍，讓這群天真活潑的
小孩盡快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上課。

支票抬頭：CRRS
捐款熱線：604-435-5486
加拿大慈善號碼
89895-1660RR0001
破舊的課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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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寶山區成人教師進修學校師生會面

上海民工大學生：頒發獎學金

美麗的栽種

生命的建立

上海助學工程

與受助的大學生會面

耀眼的光芒

在廣西探訪的最後一站，與我們資助

2007 年開始在上海的助學工程已有

文更助學工程走了八年多的時間，

的大學生見面。眼前的大學生，是幾年

4 年多的時間。今年三月，文更在上海

我們幫助的老師、學生們差不多超過

前在山上見到的矮小瘦弱的小男孩、

進行了大學生獎學金計劃，除發放第二

5,000 人，參與學校重建工程共 9 所。

小女孩，現已變得氣宇軒昂、或亭亭

年第一届民工大學生獎學金外，同時亦

在中國邁向繁榮富強、邁向世界的路

玉立的青少年。他們大部份經過苦楚、

與第二届的大學生會面。這届 50 人當

途中，我們有幸可以跟這 5,000 多的

爭扎、成長、現每個都變得非常成熟和

中，有 22 位同學考上大學，11 位進入

老師、學生們走了人生重要的一段路。

穩重，懂得說話。他們分享學業、工作

復旦成人大學，8 位進入華東理工成人

讓他們因著受愛的種子栽種時，亦可以

時，透露出每顆愛心、每顆溫柔的心

大學，看到這些驕人的成績，我們實在

將這愛傳燃下去。同時，亦希望他們將

靈，讓我們看到的不單止是他們衣著

非常欣慰，能考上成人大學是民工學生

這些恩惠放送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讓我

外貌的改變，最重要的是內心心靈的

的一個人生里程碑。因為家庭環境不充

們在這宇宙當中，發出耀眼的光芒。

重整茁壯，因著愛的滋潤，變得開朗，

裕，學生們必須以半工半讀的形式繼

變得喜樂。有些同學，當心靈有了信

續學業。他們表示學子路途雖然艱辛，

仰，做人很清楚方向，有理想、有目標、

也曾想過放棄，但有父母的鼓勵和文

有愛心，對人對事都與別不同。

更的支持，他們一定會堅持下去完成 4

研 究 生

427 人

年的大學課程。

老師本科

1,040 人

看到這群學生的成長，我們非常欣

廣西助學情況
2003 年至 2010 年

慰，他們有思想、有品德；對社會，對

在學生當中，有一位個子弱小但性格

高 中 生

2,732 人

國家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從他們身上我

堅毅的女班長。她為了省每天 3 元的車

初 中 生

646 人

們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

費，寒風裡走 2 公里的路途，堅持穿梭

小 學 生

432 人

在中國邁向富強繁榮的路上，正正需要

於學校和家之間，並用業餘時間兼職工

大 學 生

205 人

多些這樣的年青人。這也是我們對中國

作。在此期間還熱心幫助其他有需要

總

的一點點貢獻。同時，我也非常感恩，

的同學，從沒半句怨言。我們看到這

感謝神賜我有這個機會這幾年來與他

個女班長真的能將愛心和責任心實踐

們走了一段人生路，他們每一個的笑

出來，相信她將來必定有美好的前途。

容，每一個的問候，真是我無限的歡恩

除了這位班長外，這群陽光燦爛的民工

如果您希望進一步了解這項目，

與感謝。

青少年們，經過了磨練，經過了奮鬥，

請與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同工聯絡：

數	    	

將來一定有更美好的前境。
電話：604-435-5486
電郵：info@crrs.org
網頁：www.cr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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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