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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大學生
柳盼遠‧辦公室經理

難得在春節前有機會與學生見

面，特別是這一批被文更於中學

開始資助的雲南學生。他們剛剛於

2016 年升讀大學，現在分佈在不同

省份，剛好在寒假過年前，各人從

外省回到雲南文山的老家。最遠的

一位學生是從東北吉林回來，他可

算是跨過整個中國，光是坐火車單

程便用了六十多個小時了。

我和程婉玲董事來到文山，舉行

這次大一學生的迎新活動，亦邀請

了幾位大學畢業生和大學三年級的

學生來，以他們的經驗勉勵學弟學

妹。出席活動的學生人數共 28 位。

那一天，畢業生楊同學帶領團隊活

動，為我們展開當日活動。分享時

同學坦誠講述這一學期的近況：有

歡樂的時間，也有迷惘的時間。讓

我感動的是學長以過來人的身份，

鼓勵同學盡力學習、不要後悔，擴

闊自己視野，努力裝備自己，亦要

參加公益活動，幫助

別人。他們的分享以

過來人的切身經歷，

富有感染力和說服力。這些學生都

是文更關愛文化項目日積月累、栽

培所得的寶貴資源。

當中一位已畢業的武同學，讓

我印象最深。她去年剛畢業不久，

決定回到農村工作，擔任村官。去

年她還是文更的資助學生，離鄉別 

井，進城上學，現在畢業後竟回到家 

鄉，參與扶貧，這發展讓我們喜出

望外的。她與大一的同學分享：「大

學生將來有很好的發展機會，即使

這不是你的志願，現在你要喜歡你

的大學和專業，努力學習，享受這

過程，將來畢業時才不會後悔。到

時候，也希望你們顧念家鄉發展的

需要，歡迎您們回來工作。」這番話

讓人鼓舞，武同學放棄了出外發展

的機會，卻選擇回到家鄉，這是非

一般、少數學生會選擇的路。我對

她現在的工作甚為好奇，晚飯後有

機會與她聊天，關心她的情況。她

楊同學帶領破冰遊戲，過程愉快 新舊學生相聚交流，右邊第二位是畢業生武同學

雲南關愛項目雲南關愛項目

學生組成一個「心」型，
代表關愛的心傳遞到文山

─ 2017 年 1 月，香港文更同工柳盼遠和董事程婉玲一同前

往雲南文山州，探望首次受資助的大學一年級學生，和跟進

心理咨詢室援建項目進度。

說：「現在於工作單位裏除了工作，

連下廚也要負責，還要弄二十幾個

人的飯菜，挺辛苦的。不過，自己

是農村出身，還是能夠適應。」她形

容在簡陋的村裡，兩個磚頭中間、

生個火，便可以炒菜。現在國內的

情況比以往是改善了很多，但是窮

鄉僻壤的地方也不少。她繼續說： 

「下到村裡農民都十分熱情款待，

但是衛生環境不好，連我這個農村

長大的也不適應。有一次，拿過一

杯水，還能看到水中有蟲子，但是

又不能不喝，最終還是勉強喝了一

點點。」現在武同學還在動力網（大

學畢業生自行成立的交流平台）呼

籲同學，捐贈物資，送給鄉村有需

要的人。這孩子選擇了一條服侍基

層的路，希望她將來成為領導，可

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喜見文更培育的孩子成長，繼承

了文更的關愛精神，實踐仁愛，並

延續至工作，這實在是我們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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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學生活動舉行的地點，是在

新落成的全人教育中心舉行，而這

中心的前身，就是六年前的心語室。

讓我們一起走走從心語室到全人教

育室的六年旅程。

2011 年的那天，我們與文山州第

一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集體見面，

學生先後自我介紹，當中有的在分

享各自遭遇時有所感觸。活動後，

我特意前去認識老師們，謝過他們

的辛勞，又向他們請教幫助孩子們

心靈困擾的經驗。誰料青澀純樸的

年青女教師們異口同聲地向我提及

心語室，當時的主任及兩位老師熱

情地帶我參觀佈置簡單實用、設置

多處傾談空間的心語室。他們介紹

時展示着的喜悅，讓我感到原來我

的一點關注，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

認同。

心語室

認識心語室的設立，是當年我探

訪旅程的一個驚喜。在那個樸實無

華的房間內，我想象到學生向老師

傾訴心語時的釋然，也想象到學生

在學習掌握這種少數城市人有時間

和機會去認識去練習的心語。心語

室的出現大大肯定了文更在偏遠地

區開拓心靈重建事工的方向。

2012 年文更為四川汶山地震災後

心靈重建工作而製作的《向死而生》

出版面世，之後的數年間，數百本

書送贈國內多所大學相關學術部門

及前綫心理諮詢人員，作為參考工

具書。2016 年，文更成功得到主恩

澤心慈善基金會的支持，資助州一

中建設心理咨詢室。

全人教育中心

正藉州一中百年校慶，校方獲捐

款配額撥款，把心理諮詢室概念，

發展成極具規模的「全人教育中

心」。2017 年 1 月文更與資助學生

的生命教育活動，得到校方免費提

供作聚會舉辦場所，減省了我們的

活動經費。文更資助的課室成為進

行關愛活動的場地，這是項目的難

得的協同效應。由當年只提供座談

空間的心語室到今天供應全校 4500

名學生使用的全人教育中心，學校

領導秦書記、輔導老師團隊中堅份

子蔣老師，和我一同見證著發展。

無論是學兄學姊學弟學妹，文

更的活動讓他們願意說出他們的心

語，又學懂聆聽別人訴說心語。他

們的成長是我們關愛的一點成果，

他們自發的傳承，是文更項目精神

的展現。感謝各位用金錢用心力用

禱告幫助我

們又與他們

同路行的每

一位！

新一批受資助的大一學生和
探訪人員喜氣洋洋地拍照，

留下「愛心傳承」項目的精神

從心語到全人教育
  程婉玲‧董事

設計充滿生命力的全人教育中心大堂2011年的諮詢室只是一間簡陋
的房間(左一為蔣老師) 

2017年文更親自送贈書籍
《向死而生》給三位心理諮詢老師

(左一為蔣老師，左二為筆者程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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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21 日，文更的大一

新同學、幾位「老」學長學姐以及

程老師、柳老師從各地趕到州一中

游戲、交流、分享。活動包括介紹、

通過游戲相互熟悉、個人心聲分享、

大學必做事思考、合影留念等部分

組成。轉瞬一月，但彼時的歡聲笑

語和感動都還清晰在腦海。幾年下

來，每年都接受著文更的資助，每

年都感受著文更「愛」的理念，每

年都提升著自己的思想，文更是一

個溫暖的組織，她支持我們的學業，

更滋養著我們的大腦。

會後，我有幸接受了程老師的專

訪，談及高中學習和大學生活，在

聊怎樣考上北大的時候，我給出的

答案是「不服輸」三個字，不管什

麼事，都應該有不服輸的心態，進

入高中時亦或步入大學時我們都可

能會在起點上輸給其他人，此時我

們能認輸嗎？不能，只有不服輸，

才能堅持走下去。後來程老師再問

我高考時的心情，我想到的是「今

天走怎樣的路，決定明天怎樣的命」

這句話是高三時從一個學弟的課桌

上看到的，覺得很受益，便將之作

為座右銘。與很多發達地區的同齡

人不同，來自偏遠地區的我們有更

多的機會靠自己的方式改變自己的

命運，從分享中得知同學們到大學

裏面做得都很不錯，例如有競選上

了班長的，有積極參加著各種活動

的、有邊讀書邊工作的（不過學習

還是最重要的哦）等，我希望不再

有人抱怨自己的學校、專業不好，

其實你能把那些學好就不錯了，北

大那麼多資源我又能利用多少呢？

總之，我們的未來可以靠自己

走出來。對自己負責、對父母家人

負責、對對我們抱以期望的文更負

責，我們要走好生命中的每一步。

WE are young and we have the right 
to DREAM！（我們年輕，有權利
編織夢想！）

張同學(左一)

學生分享

同學輪流分享，圖為學長李同學像哥哥一般，
鼓勵學弟學妹

今天走怎樣的路，
決定明天怎樣的命

 ──文更活動感悟  

張同學‧北京大學/臨床醫學 

活動以大學的省份分組，這幾位在北方讀書，
他們坐火車回家要差不多兩天的時間

按大學專業分組的遊戲，讓他們彼此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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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一聚，

讓我更相信愛 

 周同學(左三) 

周同學‧雲南師範大學/數學與應用數學

剛聽到有大一文更生聚會時，

激情是滿滿的，想要馬上報名參

加，但又怕沒有幾個認識的人，

而且路途挺遠。一直糾結著到底

要不要報名。終於我把決定權交

給了我父母，聽從他們的建議，

參加了這第一次聚會。

聚會內，我們玩了幾個游戲熱

身，其中一個游戲是分門別類，隨

意按一些事物的不同性質分類。例

如：按不同民族分類，就有漢族啊

苗族啊等等。我們分好後就各自說

說對方民族的風俗習慣等特點。我

們組說的是苗族的特點，我們說了

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特點，就是采花

山啊！哈哈！最逗的是他們說漢族

有什麼特點時，有人說，漢族的特

點就是沒有特點！當時大家都笑

了，其樂融融。之後，我們便講述

自己對於大學生活的看法，分享一

些自己的親身經歷經驗。聽同齡的

同學說了許多他們的疑慮，也聽師

兄師姐說了許多他們的經歷，大家

在一起暢談，互相幫忙著解決各自

心中的困惑，那種感覺猶如家庭座

談會，我們彼此親近了許多，特

別是師兄師姐在傳授經驗時就好像

大哥哥、大姐姐在叮囑自己的弟弟

妹妹，有家的感覺。與此同時，老

師們也幫我們排憂解難並給予了鼓

勵。

散會後，有的人回家了，有的

人留了下來。留下的人便與兩位老

師共進晚餐。感覺如何呢？不用多

說，就兩個字：特好。老師們平易

近人，師兄師姐和藹可親。相識想

見時間甚短，但能讓人有如此感

覺，着實不易。如若多見幾次，

我想也將把那最後一分拘束徹底

溶解。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

要躬行。有些人，只有親身接觸了

你才真正懂得那份溫暖與親切，人

的感情往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後

來想想程老師和柳老師不辭勞苦，

千里迢迢趕來看我們，令人感動， 

這次聚會如果我沒來，一定會後悔

的。

我們這群人之所以會相聚在一

起，全是因為愛。如若沒有愛，

那麼我們將永遠是陌生人，不會

相識，是那些善良的叔叔阿姨把

愛無私的奉獻給我們，我們才更

好的學會了應該去愛，為何而

愛，怎樣奉獻愛。特別開心在我

需要幫助時有人給予了我幫助；

特別開心讓我成為文更家庭的一份

子；特別開心能與你們相遇；特別

開心擁有愛而活著。

聽說，相由心生，心靈美，則萬

物皆美，我願在有生之年做一個心

靈美的人，把別人給我的愛分享給

更多需要被愛的人。一個人的愛是

渺小的，但若眾人齊心協力，創造

的愛將是偉大的。感謝上蒼讓我們

活著享受著愛與被愛。

其實我們缺少的不是幸福，而是

缺少一雙發現幸福的眼睛，幸福很

簡單，就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用

心去體會總是可以感受到的。愛也

如此，需要用心去感受。這次聚會

充滿著許多有意義的東西，讓我更

相信愛，願情長久，愛長留。

如希望進一步了解香港文更事工，請與香港文更同工聯絡：

電 話：(852)2393-9440  

電 郵：info@crrshk.org    網 頁：www.crrshk.org

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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