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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繫 中 國

Charles . Toronto volunteer

I left Toronto in early May to join up with the CRRS team from Canada to visit 
GuangXi, China. Perhaps like others before me,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but eager to 
learn, I boldly travel to China. With minimal knowledge of the Middle Kingdom, I brought 
with me my spectacle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modern world.

As we travel from school to school, village to village and city to city, we are met with 
smiling and cheering children, teenagers and young adults. In excitement, they speak of be-
coming teachers, doctors, engineers and even movie stars; these are their hopes and dreams. 
In stillness, they remember their lost love ones and the desperate times they’ve experienced. 
Yet, they all share their gratitude for the love they have come to know. As I listen to each 
of them speak, I cannot help but feel their pains.Tears rolled down my cheeks, not a manly 
thing to do, but it wasn’t about me.

I believed that the a love from heaven has allowed us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is love 
with others who only days before were strangers to us. An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we have 
all been blessed.

We are blessed with much and much will be required of us. Come! Come with me to that 
special place, a place where it will only be revealed to us through our hearts.

多倫多探訪隊員帶來
農村老師的詩和文

及探訪隊員感言

梅叔叔好，這是前段時間寫的，需要改進的

地方很多，但是用心寫了，都是自己真實想

法，即使自己很渺小，但是心中有個念想，命

運安排都有它的旨意，我很享受自己所遇到

的快樂或是憂傷，每次感動都是成長，當我發

現用心、用愛對待生活時，其實每個人都可

以是超人。我已經實現了兒時來的夢想，可我

的終極目標還是需要努力的，或許我現在還

是社會的一個相對 " 弱勢群體 "，但是我還有

夢，並且還可以笑著去實現，這就是最美的自

己。不管要花多少時間，為了它我會精心投 

入。謝謝梅叔叔一路來如父親般的呵護與關

愛，還有文更這麼久以來的感染，我可能沒辦

法成為世界頂級富豪，只想做一個名副其實的

教育人員，一個懂得接受愛和傳遞愛的人。這

是我最大的快樂。─石春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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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春鑾(右)和她的

學生。石老師從高

一開始接受「文

更」資助，2008

年考上廣西民族師

範學院，2011年

畢業，現在於南寧

碧峰學校實習，擔

任五年級班主任及

小學部少先隊輔導

員。

多倫多探訪隊員Charles和農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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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舞鞋是不會疲倦的，它把她帶上街

頭，越過了高山峽谷，穿過了森林田野，

經歷了白天黑夜，時光消失了，生命衰老

了，可是紅舞鞋還在跳……——題記

一、心芽

是呀，她那麼平凡。

不知道從何時起，她已經不再被人崇

拜，不再如從前那般受到眾人的青睞、嚮

往和追求，而我卻深深的迷戀着她，那過

往的經歷，幾世修來與那些純真面容的相

會，由心底裡想要努力，追隨她。如此這

般執着，都源於你是最好未來：

每種色彩都應該盛開

別讓陽光背後只剩下黑白

每個人都有權利期待

每個夢想都值得灌溉

每朵浪花都一樣澎湃

眼淚變成雨水就能落下來

我們用愛築造完美現在

千萬溪流彙聚成大海

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寵愛

他們是我們的未來

同一天空底下想關懷

這就是最好的未來

因為這份特殊的熱愛，每個關於孩子的

鏡頭都會如此耐人尋味，清晰記得班裡那

個「小機靈」，興沖沖的跑到你的跟前認

真的問你：「老師，為什麼一天不是 25 個

小時呢？」還沒來得及給他一個答覆，他

又開始尋思着：「如果一天有 25 個小時，

我就可以用一個小時想為什麼一天不是 25

個小時了」；記得那次全校隊形列隊比賽，

班裡從來都是不注重衣着的「小花頭」穿

着嶄新的、還依稀可見折痕的仿西裝，配

上一雙忒亮的運動鞋出現在你面前，那般

莊重認真，讓你忘卻他如此犀利的搭配而

感動得想掉淚；還記得那個考試老是不及

格的小不點，因做了好事受到老師表揚時

那張笑開了花的小臉，讓你心生愧疚；記

得你正津津有味的講習題時，那個會抽出

小腳，研究從破洞裡鑽出來的小腳趾的小

男生，那可愛專注的樣子讓你哭笑不得；

記得人生的第一個教師節裡，收到那一桌

各種各樣不精緻但能觸動你心弦的小禮

物……太多刻骨銘心的鏡頭，無法言語的

那種心靈悸動，因為這份特殊情緣，我努

力並如願成為了一名能更近距離接觸他們

的特崗教師，於是開始用心體會每個孩子

以他們不可思議的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

二、努力

因為看遠方愛總是長

不後悔把心安放

所有的愛播種成長

夢是陽光

每次努力有進步地方

愛呼喚天天向上

勇敢經歷歲月迷茫

有夢不受傷

流過淚也堅強

也許只差一點點力量

齊心協力改變風雨天氣

看見晴朗

不放棄不拋棄

相信愛總有可以

夢如意不停息

明天一起繼續努力

因為一心的歡喜，所以有很多時候會忘

記自己身上還背負着別樣的重擔，當一人

托着行李從都市返回到原點時，那個糾結

的小種子蔓延開了，燈光璀璨的大城市似

乎永遠都那麼具有誘惑力，一直尋求的幸

福又是什麼樣的？在浮華的社會裡，昂貴

的物品或大筆的金錢才會讓人有幸福感，

這似乎是已形成的通常的價值觀。出身農

村的自己從小就體會了世態炎涼，所以盼

望長大，夢想着能走出大山，光光亮亮的

出現在鄉人的眼前，永遠都是家人的驕

傲。因為這樣的念想，兒時的那種忘我的

熱衷於某件事情的感覺被收藏在抽屜的最

裡面了，再長大些，夢想也因現實而改變

了，那個抽屜也上了鎖，最後甚至忘記鑰

匙放在哪裡了。在無數的糾結裡，自己還

是回到了原點，是那些純真的小臉蛋，給

了我能量，找回兒時的體驗，原始的自

己。同為大山裡的孩子，所以更能理解和

體會這裡的孩子心裡想什麼，更需要得到

什麼，而能讓我放棄在城市工作回到大山

的另一股強大力量，是愛。雖然出身貧寒，

但我一直都是一隻快樂的小鳥，除了家人

的照顧還有加拿大文化更新國際基金會的

關愛，認識他們七年有餘，這七年來，他

們給我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幫助，更多的

是心靈上的震撼與淨化，作為移居加拿大

的他們，時刻都還惦記着祖國的教育，每

年都會千里迢迢回到祖國看望那些寒門學

子和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在這裡土生土

長的我，那麼熱愛教育事業，難道就是因

為現實裡的榮耀、金錢、名利而放棄自己

的追求嗎？我想，如果我放棄了，那將會

是永遠的遺憾。

有愛就擁有一切，回首自己這一路走

來，雖然看似平淡，可是心中的那些理想

不都一一實現了嗎？每一滴汗水都是甜滋

滋。因愛，我勇敢的邁出了這一步，帶着

文更的愛心款項，給孩子們買了文具，回

到學校。用最樸實、最直接的方式詮釋、

回報我所接收到的每一份愛，一直走下

去……

三、紅舞鞋

懷着憧憬開始這份深愛的職業，可是她

竟讓我如此忐忑。她如同走失在大山裡的

一個小女孩，她需要一隻紅舞鞋，因為紅

舞鞋是不會疲倦的，它會帶她上了街頭，

越過高山峽谷，穿過森林田野，經歷了白

天黑夜，時光消失了，生命衰老了，可紅

舞鞋還在跳……

我願意相信這雙紅舞鞋一直在，直到永

遠，而追隨紅舞鞋的她也越來越多，越來

越多……

紅 舞 鞋
石春鑾‧廣西受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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