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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的報告
黎燕清‧加拿大文更行政及項目經理

筆者和受助中學生

曾兩次參與文更團隊服事中國弱勢群

是來自海外很多的愛心人士，雖然他們大

便各自把米淘好，排放在鍋上，老師便會

體， 是 做「 陽 光 工 程 」(Project Shine)

部份沒有來到大家當中，但深信必能感受

替他們燒柴開鍋，也負責做菜，當地的老

領隊，帶加拿大年青人們到農村教貧困學

到他們付出的真誠心意。晚上與受助的大

師們若非滿有愛心和理念，怎能如此？

生英文。2012 年 5 月份的廣西考察團是我

學生用飯，飯後梁博士分享人生意義的信

行行重行行，回到南寧，與文更資助的

另一次帶隊經驗，性質截然不同，今次是

息、探訪隊員則分享個人感受，學生們開

大學生們晚飯，據知這些孩子們都是文更

文更多年的助學工作，要在各縣各鄉探訪

始明白到愛的宇宙性根源。

看着成長的，過去都是醜小鴨，大了都變

資助的同學，監督捐款落實，了解學生需

接下來的行程去視察百色隆林縣的需

成帥哥美女，而且充滿了自信。大家見面

要，考察殘破學校，探討建校的可能性，

要，特別到沙梨鄉探訪兩位資助的高中學

都很高興，交談中不斷探索人生意義，而

更要與省慈善機構及地方教育官員交流，

生。由於乾旱三年，農民種的玉米和水果

已畢業的黃美玲、石春鑾、何剛等大哥大

了解各資助項目資金如何劃分，如何落

都太乾太小，賣不出去，都沒有收入，生

姐各自分享畢業後對弱勢者的關懷。黃美

實，如何交待等，也查考過去捐款使用的

活艱苦，幸文更資助使孩子完成高中。其

玲剛結婚，丈夫很愛她，見到文更團隊即

細節，保証用在項目上。

中一位女生，一見我們的關懷就痛哭，原

感謝過去對美玲的愛護，淚盈於眶。

今回特別之處，是影音使團有 3 個年青

來少時父親到外地工作多年，近四年卻沒

後再驅車四個多小時前往龍勝、資源等

人隨團拍攝，全團人數共 13 人。三位年

有回家，音訊全無，不知是死是活，母親

地方，聆聽每一位同學帶淚講的故事，也

青人除了拍攝了很好的紀錄片外，也積極

又病，一家陷入困境。我們的女同工緊緊

與他們一起歡笑吃飯。當中在龍勝樂江小

參與關懷學生的工作，甚至與同學們打

擁抱她，表達愛的真實。第二天我們見數

學的女童班，她們都穿上民族服裝，要為

球，建立深厚的情誼。我們雖然很關愛孩

十位同學分享，各有悲痛的故事，也從文

我們表演舞蹈，在表演中出現了少許瑕

子，但老骨頭不能打球了，想不到影音年

更的援助感受到愛的真實。這使我很認同

疵，其中一個女童直跺腳，我們都給她既

青人成為關愛新力軍，他們離開廣西時，

文更這種及時援手的工作，真是意義重

嚴謹、又天真的舉止笑彎了腰。看到她們

都很懷念貧困同學，希望以後要回來。

大，慶幸我加入這事工。

表演背後的努力，正正代表她們對前路的

此行全程 10 天，行程安排緊湊，第二

之後考察隆林深山者浪鄉的猴場小學，

天一早便跟南寧的大學生有一個座談會，

那是位於廣西的西北面，離南寧車行約五

在資源見到文更第一屆資助的唐洪波，

他們大都是文更從少資助到大的，對文更

個多小時，地方貧瘠，人民生活極其艱苦。

已事業初有成就，成為民選人大主席，很

各位叔叔阿姨很有感情。梁燕城博士分享

一般在校住宿的小學生是兩個人共睡一

受人民歡迎。當年因文更在其最艱難時援

成功之道，須先建立人格，實現真善美愛

床，而猴場小學的學生一張床卻睡上四個

手，渡過難關，一生改變了，奮鬥多年而

的內涵。同學們有感動流淚，而且表達家

人。嚴格來說，那並不能算是床，它只是

得成功，已擺脫貧窮，結了婚，還駕車來

景的困難與及感謝，文更在他們最需要幫

用十數片破爛的木板排放在一起，睡在上

見叔叔阿姨們，她是第一位文更資助者買

助時伸出援手，不但在金錢上的幫助，最

面而已。在北美，五、六歲的小孩子平日

了車的，而她表示，做事以來，從未間斷

重要的是對他們付出愛心與關懷，也教了

都天真爛漫的在公園裏玩耍，倦了回家張

去資助貧困學生。她是文更關愛事工的表

他們做人的道理。梁博士告訴同學們捐助

口便有飯吃，而這裏的孩子每天在午睡前

表者，令人見到多年心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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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韌，才是值得欣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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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博士和石春鑾(左)及唐洪波(右)

由龍勝縣到資源縣有一定的距離，車程

奠下的基礎，她們付出的愛心與努力，令

都得花上數小時，而且之前下過暴雨，山

我深覺不容有失。不但不能虧損她們所作

區滑坡嚴重，路面佈滿坑洞，車行顛簸不

的，更要把工程做得更好，才不負她們的

堪，有多次參加的探訪隊員也感不適，幸

心血。

好期間沒下豪雨，不然路途更加兇險。車

文更過往在廣西曾資助七個縣，分別是

靠着山邊泥濘山路行駛、另一邊是山崖，

資源、恭城、龍勝、融水、陽朔、武宣和

我問同行的多年合作的廣西領隊有否擔心

隆林。由於陽朔和武宣這兩個地方已上了

安危？他竟給我們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軌道、也繁榮起來，在與當地的建立經過

「梁博士在出發前已作祈禱了，所以一點

幾年以來，看到當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除了重建學校 ( 硬件 ) 外，文更希望來

也不用擔心。」對這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這豈非我們所盼望的？既然他們達標了，

年多資助一些貧困學生 ( 軟件 )，這也是

國內工作人員的單純信心，十分震動，使

有能力自理了，我們也可「功成身退」，

文更一直以來的使命。當看到受助學生從

我心中明白，我們的一言一行所表現的善

轉戰他方了。因此，文更在今年九月對資

無望，而一一出人頭地，為自己與家人努

意和信心，會對人有那麼大的影響。

助陽朔和武宣上退了下來。而在去年開

力、為國家盡責。如︰石春鑾──當了一

這次考察對我來說有另一重意義，就是

始，轉而到極度需要援助的百色市隆林縣

個回到貧瘠地方教書的諄諄善誘老師。黃

我的丈夫與我同行，一直以來，我們的工

上，資助了 120 名中學生。並且，今年將

美玲──當了一個回饋家鄉的愛心醫生。

作也沒有交叉點，而這是頭一次我們在同

會重建隆懷小學。11 月將會有另一個考察

唐洪波──當了一個鄉鎮人大主席 ( 是民

一線上為崇高的理想作工，才開始領會到

團出發到廣西，行程除了探望學生，了解

選的 )。她們俱流露出經過的愛心滋潤而

同心同行的喜樂。

捐款落實情況，主要監察隆懷小學重建的

生的仁愛，真不負我們的栽培！

黃美玲(右)和他的丈夫

經歷整個行程回來後，心中十分懷念那

工程。而明年的目標是重建猴場小學的宿

現作一個簡短的匯報如下，讓我們共同

些貧困中學生的眼淚，小孩子天真的笑

舍與食堂，現已有一個善長指定資助部份

努力，希望在你們的支持下，明年資助學

臉，及窮鄉僻壤的破落。跟着文更任命我

工程，希望今年能籌募足夠資金，以改善

生的人次上有一個突破的進展。

負責往後的廣西工程。回顧過往同工們所

他們的基本需要。

Sponsorship Projects in Guangxi – From 2003 to 2012
2003 至 2012 年廣西助學計劃受助人次
Teacher (Master) 研究生		
Teacher (Certification) 老師本科
Se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高中生
Ju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初中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小學生
University Students 大學生		
Total 總數		

427
1,045
2,952
646
468
254
5,792

School Re-built Projects in Guangxi – From 2004 to 2012
2004 至 2012 年廣西學校重建工程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2011		
2012		

Gin Kong Yuen Primary School in Ziyuen 資源縣金江完小學
Bi Shan Primary School in Chongsheng 恭城縣筆山小學
See Lung Primary School in Wuxuan 武宣縣思龍小學
Tien Man Primary School in Ziyuen 資源縣天門小學
Yuen Tao Primary School in Chongsheng County 恭城縣源頭小學
Tuen Ying Primary School in Wuxuan 武宣縣屯應小學
Long Huai Primary School in Long Lin 隆林縣隆懷小學

註︰ 2012 年比過往的受助人次增多了 3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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