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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繫中國

助學之旅的感受

莊錫光、陳錦燕文更義工

還似在昨天……我們依依不捨的與

同學們擁抱後話別，接着便與同行朋友

們揮手各散東西，回到我們的旅居的城

市：溫哥華。

這次跟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於十一

月往廣西助學，雖然只有短短十天，

確令我們感受良多。面對一群群的大、

中、小學的學生們，他們的青春爛漫，

親切互助的表現，真是可愛。但在喜樂

中滲雜著多少不如意的故事，令我們深

深感嘆：人生在世，真是有幸有不幸。

不幸的是，他們差不多都來自非常窮困

的家庭，生活拮据，父母兄弟未必能夠

年年聚首，可幸的是，他們都得到文

更的助学幫助，學會努力，學會感恩，

將愛推廣至其它人。

我們以萬二分支持文更的助学工

作，使一個個脆弱的小心靈得到安慰及

鼓勵，更希望各界善心人士，繼續捐助

文更，使助學之舉得以持續。

It is really a rewarding and enlightening 

experience to have joined the trip to Guang Xi 

organized by CRRS in May 2012.

We visited schools and students in very 

tiny towns and villages in Guang Xi situated 

in remote places in mountains requiring 

travelling on rough “roads”.  Conditions in 

some schools are acceptable but some are 

much below standards.

One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most is that 

students who are sponsored by CRRS show 

great respect to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albeit living in poor conditions.  They also 

maintain excell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RS 

sponsors who are being treated as their uncle 

and aunt.  Those students were so happy when 

we visited them.  They felt warm and being 

care of with the presence of CRRS and their 

uncle and aunt.

On the other hand, we were warmly 

treated by these stud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I would never forget that in the first primary 

school we visited the teachers there cooked 

the lunch for us.  Delegation of CRRS and 

teachers ate together.  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offered the best they had for us – the food and 

their heart.

I have mixed emotion at the end of the 

trip.  We always take good things for granted.  

We do not treasure the creation of God.  

Children and youths in our world show little 

respect for their parents and teachers.  We 

create a lot of waste which would otherwise 

be considered as valuables by students in 

these rural locations in China.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s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China.  They are simple, 

easy to content, value family life and what 

they are given by the society.  Of course the 

sponsorship of CR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hese poor students to continue 

their study and finding the right value of life.

I  v e r y  m u c h  l o o k  f o r w a r d  t o  t h e 

opportunity of joining CRRS for similar trip 

to China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Guang Xi Trip Review
Raymond Ho .Vancouver volunteer

照片為文更探訪團隊在廣西和受助學生們
前排左起：文更曾資助的學生現為劉導遊，
義工陳錦燕、文更同工黎燕清、
後排：義工莊錫光、梁博士和李丞炘醫生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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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隊員感言
甄活誠‧加拿大文更財務主管

今年五月有機會隨同文更的探訪隊，到

廣西省的山區去探訪受文更資助的學生。

這是我加入文更不久後第一次參加探訪

隊，亦是我移民加拿大多年後再一次踏足

中國大地。

抵達廣西南寧市後，看到的是中國現在

已改變了許多。滿街都是汽車，人的衣着

已時款很多了，甚至很多人用新款的手提

電話……。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讓一

部份人先富起來」，現在應該是大部份人

生活富裕了！？

心底有一個疑問：既然普遍中國人民現

在已比從前生活富裕了，生活已有很大的

改善，為什麼仍需要文更去資助山區的學

生去讀書呢？

當探訪隊乘車深入內陸的山區貧困縣

時，因有了高速公路縮短了車程，但也要

走幾個小時，山區崎嶇不平的山路，搖搖

晃晃的車子緩慢的前進，使我們感受到學

生們走路上學既辛苦又費時。

我們去探訪其中一位受資助學生的家

庭，看到的是另一種境况。居所非常簡陋，

父母是農民，孩子是家中的獨子。父母當

然希望兒子能夠多讀書，但這個家庭，家

徒四壁，要供孩子讀書有很大的困難，而

且要提供在校的食宿費用，原來很多山區

的孩子不可能每天都走那麼遠的山路去上

學，要每天付交通費也是個沉重的負担，

所以山區的學生要嘛讀書便要另付在學校

的宿舍費，要嘛便因缺錢而要輟學了。這

對一個孩子來說是多麼的可惜。我明白到

為甚麼中國政府提供九年的免費教育，文

更仍要向這些山區貧困學生提供資助。當

這位父親知道文更會繼續資助他的兒子讀

書時，高興得流下淚來。當我們能夠幫助

這些山區的孩子們完成學業，能夠學有所

成，將來生活有改善，脫離貧困的生活，

這是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施比受更為有福。

在這幾天匆匆的行程裏，我們到過幾個

縣的小學、中學去探訪學生，梁博士的分

享和給學生的鼓勵，讓我明白到文更的事

工不單止在有限的資源上去盡力資助學

生，讓孩子們去完成學業，更從愛心上給

他 / 她們鼓勵和關懷，讓孩子們感受到叔

叔阿姨們不是單單來探訪，而是和他們交

談，一種愛心和生命的鼓勵。當離別時我

們和孩子們都強忍住淚水，擁抱着，揮着

手……我們已建立了一種像親人的關係。

在大學生的分享會中，大學生們感激多

年來文更的資助和鼓勵，使他們有了機會

從小學、中學、大學繼續學業，他們明白

到這是他們的福氣。初時不明白為甚麼叔

叔阿姨們千里迢迢送上金錢和關心，現終

於明白到這份從天上來的愛和溫暖，都願

如欲進一步了解及支持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教育工程，

請與我們聯繫：

	 電話：604-435-5486

	 電郵：info@crrs.org

	 網頁：www.crrs.org

意將這份愛去和別人分享，願意去多關心

別人的需要。我們祈盼着愛心的種子能夠

栽種在好土上，使能繼續發芽生長。

這一次我參加了探訪隊，實地了解更多

文更在廣西教育工程的運作，如何通過廣

西慈善總會將善款送到受助的學生手中。

這也是許多人希望知道他們的捐款是如何

幫助這些貧困學生的。

另一方面，很多的文更探訪隊的成員都

是自己付費參加這次的探訪旅程。除了各

地方官員款待外，探訪隊各成員在旅途上

都很節儉， 簡單的飯菜，大家都吃得津津

有味。大家希望將金錢用在有需要的孩子

們身上，而不浪費在自己的吃喝享樂之

中。其中一次在操場內和中學學生們談話

時，我在旁邊見到梁博士從自己的錢包拿

了人民幣 300 元給一位女學生， 資助她買

一副眼鏡。這女學生因為視力不好，在上

課時有很大的困難度，家裡的經濟又不能

負擔，一直影響她的學習，她很感謝梁博

士這份愛心的禮物。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

的學生都唱過這首歌。有了愛，一切都變

得更美麗。

筆者和廣西山區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