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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廣西扶貧前線的觀察與分析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
要：本文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在廣

3. 不能上學和看醫生。

西扶貧前線的觀察與分析。中國近年推動的扶

4. 沒有土地生長食物。

貧戰略，包括精準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貧

5 . 沒有工作 機會去 賺足 夠生活所

摘

等，都獲得重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基本建

需。
6. 沒有能力得到借貸。

設、改進貧困地區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異

7. 不能得到清潔食水及公共衛生環

的改進。但是，本文提出，弱勢群體在得到物質
支持的同時，也需要精神上的關懷愛護，以得

[2]

境 。
我們文化更新團隊(總部在加拿大，

到自信與尊嚴。

貧困人口中都有所見，但有所不同，中國

貧困的定義

情況是：
1. 第三點並非「不能」上學和看醫

根據聯合國一九九八年的定義：「貧

生，中國孩子全都能上學，只是不夠資源

困根本上是無能力去擁有選擇或機會，是

提供上學所需的食宿與書本費，家人很多

人尊嚴的違背。那是指缺乏基本能力去有

有病而不夠錢治療，或治療用光所有錢而

效地參與社會。是指不能為家庭提供足夠

不夠供應教育所需。

食物或衣服，不能上學和看醫生，沒有土

2. 第四點，農民並非「沒有」土地，而

地 生長食物，沒有工作去賺足夠生活所

是土地不夠，所生產的不足以賺回生活需

需，沒有能力得到借貸。那是指不安穩、毫

求。

無力量，引致個人、家人及社群的被排除。

3. 貧困農民出外打工不是「沒有」

是指容易遭受暴力，意味著住在邊緣及脆

工作，而是工作賺得不足，特別是若有幾

弱的環境中，不能得到清潔食水及公共衛

位子女要供養其受教育，工資不足就要停

生環境」[1]。

學。有時要多做一份工作，十分疲累，有時

根據以上定義，由上大約貧困可分以
1. 缺 乏基 本 能力去有 效 地參與社

但公共衛生條件不夠好，如家畜的糞便處
理、垃圾的處理等。

會。
2 . 不能 為家庭 提 供足夠食 物或 衣
服。

4. 第七點，在中國農村大都有水電，

中國近年推動的扶貧戰略，包括精準
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貧等，都獲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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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七點：

甚致用賣血方式供孩子受教育。

中國近年推動的扶貧戰略，包括精準扶貧、旅遊扶貧、企業扶

育扶貧十五年，發覺以上七點大致在中國

貧等，都獲得重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基本建設、改進貧困地區

信與尊嚴。

分部在美國、香港與新加坡)，在中國作教

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異的改進，這都是我們親眼所目睹的。

關鍵詞：廣西，扶貧，規劃，弱勢群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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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果，在城鎮化規劃、建造基本建設、

已成為醫生。由於資助減輕了負擔，如今

改進貧困地區物質條件上，均已有令人驚

回縣城的中學當廚師，在校可常見到兒子

異的改進，這都是我們親眼所目睹的。

了，兒子亦是文更資助生。
2. 父母在，但貧病交加

但本文要提出的是，弱勢群體在得到

若父母在身邊，或是務農，或是在農

物質支持的同時，也需要精神上的關懷愛
護，以得到自信與尊嚴。

孩子的尊嚴

村打散工，收入微薄，且有多位家人患病，
貧病交加，兒童或青少年在成長中，要分
擔家庭的困苦，弱小心靈很傷痛無助。

我們多年在廣西做教育扶貧所體會，

考上大學，但因家貧而沒法入學，在山上

尊嚴是指在人與人關係中，個人被他

農村教小學。父親突患腎結石，不能工作，

人所肯定的一種地位，也是一種個人的感

叔叔跌傷腰背，不能幫忙，全家靠她六百

受，指感到被尊重，在他人心中被視為重

元薪酬維持，包括供弟弟讀書。而中國剛

要，感到被人所愛護和關心，自己說的話

教育改革，要求老師有大專以上學位，否

他人會聆聽，自己與他人在地位上是平等

則下崗。她家貧病交加，連自學考試的錢

的。由此產生自尊與自信，成長為心靈健

也沒有，陷入極大危機，因貧困背景，一生

康的人，有愛心關懷人，願貢獻社會的品

前景渺茫，十分傷痛。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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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是指在人與人關係中，個人被他人所肯定的一種地位，也是
一種個人的感受，指感到被尊重，在他人心中被視為重要，由此產生
自尊與自信，成長為心靈健康的人，有愛心關懷人，願貢獻社會的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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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最需要的是：尊嚴、自信。

案例：在資源縣中專畢業的唐同學，

文更 及時資助來臨，她完成自學考
我們在中國廣西所接觸的貧困兒童

試，取得本科資格，出來工作後年年自費

與青少年，其心靈常有一種傷痛，從各案

資助貧困學生，而得組織肯定及提拔，成

例中，可歸納其困苦如下：
1. 父母出外打工，缺乏父母疼愛

為團委書記、人大代表、人大主席，今成為

他們大 都是 留守兒 童，父母出外 打

來賓市招商局局長。
3. 家庭變局的沉重負擔

工，少時沒有父母在身邊，缺乏父母的擁

貧困家庭也常有變局，如父母離婚，

抱和疼愛，缺乏家庭生活，也缺乏可跟從

或父親出外工作，多年不回家，或父母死

效法的父母形象。他們心中常有缺乏父母

亡，也使很多貧困兒童心靈負擔沉重，極

疼愛的傷痛。

之傷痛。

案例：融水縣在學校工作的一位廚

案例一：隆林縣一位姓班的女同學，

師羅先生在接受訪問時，指出過去出外工

我們入村探望，一見我們就痛哭，因自少

作，每次回家，女兒都流淚哭泣，這是孩子

父親出外 打工，每年新春帶錢回家供 養

缺乏父母在身邊的深刻傷痛。父親也覺對

她和弟弟讀書，但近四年沒有回家，全家

不起女兒。女兒在文化更新資助下，如今

經濟陷危機，母親身體不好，連看醫生的
錢也沒有。作為高中快畢業的大女兒，對
家庭困境束手無策，十分傷痛。她因家庭
變局，成績不好，很難考上大學，前途迷
茫。文更已資助她讀書，多次探望對她的
關愛，帶來很大鼓勵，結果她奮鬥成功入
專科學院，現已畢業，且嫁了一位勤懇工
作的小老闆，父親也回來找她，困境已渡
過。
案例二：融水縣一位姓何的男同學，

叔飛到，還特別接他。

的事。他母親做打石工人養大他和哥哥，
功讀書。不料在他初中二時，母親的工場

從發展心理分析成長過程的創
傷
文更團隊十五年與貧困兒童及青少

哥哥高二，只能出來到理髮店做洗頭，而

年接觸與交談，包括探訪家庭和宿舍瞭解

他才十三歲，文化更新剛好資助這中學，

其生活，資助與關懷的同學從小學四年級

學校把他放進這項目中，可寄宿及繼續學

開始，到大學畢業為止。瞭解他們心理不

業。文更團隊知其故事後，義工李爸爸李

同年齡的狀況，對其認知心理發展中，歸

媽媽夫婦認他為兒子，給他關懷和溫暖，

納大概有幾個階段的心理創傷或危機：
1. 幼少時不知家庭困難

供養到大學畢業。何同學曾說自己是天涯
海角無家可歸的孩子，一想起加拿大的義

在探訪時見其幼年弟妹，明白幼少時

父母就流淚。如今何同學大學畢業後，到

不知家庭處境困難，多是天真而頑皮，在

銀行工作，回到融水做貸款工作，由於十

山野中奔跑玩耍。
2. 高小以後對前景擔憂

分勤懇刻苦，被提拔了。他用收入幫哥哥
開了一間美髮店，還買了一單位，在頂樓上

隨著年紀漸大，約在高小以後，認知

有陽台及往房，共兩層，供哥哥及自己兩

家庭貧窮，可能失去讀書機會，即進入一

家人住。因要在另一鎮工作，結了婚生了

種危機感，心理發展上產生對自己及家庭

女兒，也買了一單位。
4. 因弱勢而要分擔家庭之艱苦

前景的擔憂。
實際案例：很多學生會擔憂父母工作

貧困在社會上是弱勢者，他們感到遠

的勞苦，如田東縣一女生因父親賣血供其

遠比不上其他人，且從成長過程中，發現父

讀書，而非常痛心。或融水具一男同學因

母要面對很多難題，他們都要分擔父母及

姊姊考上大學，可能就要犧牲自己綴學，

家庭之艱苦，生活是很不容易有自信。

來完成姊姊學業，他那時甚至為此而臥

案例：十三年前到龍勝縣，文更團隊

路軌自殺，幸好火車見到停下來，罵了他

被帶去參觀著名的龍脊梯田，有人抬轎送

一頓。青少年成長時的憂慮，是一沉重負

我們上山，抬轎的一位是中老年，一位是

擔。

年青人。見他們辛苦，我中途下轎，和他們

3. 留守兒童失去父母關愛的深藏創傷

一同行上去，知轎夫是兩父子，兒子剛高

留守兒童眼見父母到外工作，離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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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塌石，她被壓死了，兩兄弟頓成孤兒。

貧困在社會上是弱勢者，他們感到遠遠比不上其他人，且從成

他見母親手上很多老繭，很痛心，非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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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刀所砍傷，父親自殺而死，是家庭悲慘

長過程中，發現父母要面對很多難題，他們都要分擔父母及家庭之

一交通警察，在守機場時，得知義工梅叔
艱苦，生活是很不容易有自信。

臉上有一疤痕，是三歲時精神失常的父親

考之後，回家幫老父抬轎，因老父靠極勞
苦的體力幹活來養大他，他從小就明白家
艱苦，故一有機會就減輕父親的勞苦。他
們一家以抬轎為生，父親用這微薄收入供
兒子讀書。兒子廖同學，是全村唯一讀高
中剛畢業，旁邊的抬轎同鄉說，他是一村
人的光榮。如今盼他考上大學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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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鼓勵他，說如果考上大學，我們會資助
他。大家很高興。可惜稍後知道，他考不上
大學，我們仍是鼓勵他，結果他終考上成
為學警，我們按承諾資助他，如今已成為

本文作者(右一)看望貧困學生

文化中國

非常傷痛，面對年老的爺爺奶奶，其關愛

其被遺棄感十分強烈，覺得自己什麼都不

與父母不同，有些連祖父母都無，寄宿回

是。

家後，小小年紀就要照顧自己及弟妹。心

實際案例：一位隆林縣女同學，在座

理發展上感到被父母拋棄，其被愛的需要

談會中一開始說話就泣不成聲，因她父母

無法滿足。這是一種深藏的創傷。

離婚，都不要她，使她感到很大傷痛和自

實際案例：在文更資助龍勝縣的小學

卑，其實她十分優秀，成績很好，人也很漂

女童班中，團隊叔叔阿姨來關愛探訪的一

亮，但卻沒有自信。當遇到叔叔阿姨的關

天，女童們都從學校跑出來擁抱，之後表

心愛護，即傾吐出心中積壓的創傷痛楚。

演唱「感恩的心」時，大都泣不成聲，團隊
心理上把叔叔阿姨投射成父母，在其身上

文化更新事工開始時是一種激情，這是激情的純愛。但後面卻

９２

來自清心寧靜的靈性體會，我們體會一種崇高美善的呼喚，一個中國

更新的呼喚，要用無條件的愛，去撫育百年民族文化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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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時，女童都抱著叔叔阿姨痛哭。這是

重建孩子尊嚴與自信的扶貧策
略

找到愛的彌補。團隊的關愛觸動到其深藏

文化更新事工在一九九四年在加拿

創傷，但關愛也帶來一種醫治，就是其他

大成立，之後在美國、香港及新加坡成立

人也愛護她們
4. 親人傷病死亡的傷痛形成對生命的
恐懼感

分會。開始時，是一種激情，對中國百年苦

貧困家庭也有不少來自家中雙親有人

後面卻來自清心寧靜的靈性體會，我們體

傷病或死亡，兒童或青少年見至愛親人的

會一種崇高美善的呼喚，一個中國更新的

苦難，甚至見親人死亡，在心理上產生內

呼喚，要用無條件的愛，去撫育百年民族

在的創傷，包括對傷病與死亡的恐懼，一

文化的創傷。

生也會有陰影。

難的悲痛，對文化精神重建的投身，對貧
困兒童艱苦的疼心，這是激情的純愛。但

文化更新的團隊進入中國時，中國仍

實際案例：融水縣一位女同學講到父

是貧乏艱難，經瞭解中國國情與處境，我

親在外打工，爭取欠薪時被打得很傷，女

們服侍中國的精神方向，是要用無條件的

兒為父親心痛而哭泣，這是為父親受不義

愛去對中國，無論中國如何落後，體制如

對待而來的傷痛。也有融水縣一位女同學

何不完滿，我們仍是尊重、愛護和服侍祖

見母親癌病死，幾年來都非常傷心，也有

國及其人民。無條件的愛是不以論斷指責

對死亡及失去親人的恐耀，希望有人用愛

為先，卻先去瞭解中國歷史的悲劇，諒解

心來關愛扶持自己。見文更叔叔阿姨來，

接納中國過去發展的曲折，並且在現實上

親手造了多件手工禮物，站在最前面，對

對貧苦大眾盡力關懷扶持。

叔叔阿姨一人送一件，在座談時流淚仔細

文化更新團隊在二○○○年開始到

公開講其母去世的詳情，在吃午飯時先後

廣西瞭解貧困狀況，二○○一年開始將當

依戀在幾位阿姨身邊，傾訴其心中苦楚。

年所儲備的捐款二萬加元(約十六萬人民

這是其心中的苦情，期待愛護她的叔叔阿

幣)投入資源縣及金秀縣資助老師提升學

姨安慰。
5. 家庭變故的傷痛與自卑內疚

歷。從今以後十五年，在海外華人中籌款
到貧困縣助學。期間我們深入到十三個貧

家庭變故如父母離婚，對孩子們心

困縣，與草根人民接觸，包括資源、金秀、

靈打擊很大，兒童會以為是自己頑皮，引

龍勝、恭城、陽朔、融水、武宣、三江、龍

至父母離異，因而心理上感到內疚，有很

州、田東、安都、羅城、隆林。資助學生部

大自責。青少年因從小見父母吵架或暴力

份從小學開始，也有高中開始，至大學一

相鬥，會十分恐懼和退縮，形成很大的自

年級。文更跟進每一學生的發展，叔叔阿

卑，有一些父母雙方都不要，交給祖父母，

姨們每年都探望鼓勵他們。

沉的創傷與內心抑鬱，缺乏尊嚴與自信。
文更扶貧的策略，是以仁愛之心，崇高的
人格生命與孩子會面。讓他們明白，我們
雖來自海外，非親非故，但我們關愛他們，
尊嚴與價值的。他們不用回報我們，只要
一生能愛他人，愛國家，愛人類，就是感恩

地方，坐十多小時飛機，再坐幾個小時車

了。

才能見到你們，那是因為我們愛你們」。坐
我們的做法和扶貧的策略，包括以下

各點：
1. 持續關愛，使仁愛成為人格的典範

在下面聽的兒童和青少年，馬上感動而眼
睛潤濕，開始時他們聽不太清楚是什麼，
只知道老師說這些是恩人，但仍有一種陌

孩子自小在教育上也明白愛國愛人民

生，但一旦感受到一種關愛，就觸發內心

的道理，但沒有真正的人去做給他們看，

因失去父母愛的創傷感，馬上由陌生轉為

文更的策略，是向孩子們表達無條件的

親切，從叔叔阿姨身上得到愛，也得到尊

愛，愛國愛人民愛人類愛天地萬物，示範

嚴。

仁愛，顯示一種真誠的關心，一種對國家
無私的奉獻，且每年跟進關愛所資助的孩
子，到大學一年級為止。

3. 使兒童與青少年明白，你們是祖國最
寶貝的孩子

我又說：「雖然過去不認識你，但在

叔叔阿姨們從認識他們開始，每年都

我們心中，你們每一位都是祖國最寶貝的

探望他們，關心愛護他們，入大學以後，他

孩子，是我們最珍愛的。愛超過時間空間

們面對前景與愛情的困惑，都主動向叔叔

和年齡，愛是無條件的」。叔叔阿姨在此

阿姨溝通諮詢。這種持續的關愛，使他們

具體向兒童和青少年傳出祖國關懷的信

感到自己被重視，有尊嚴，醫治其多年心

息，由於我是全國政協的海外列席代表，

底的創傷。

也是廣西政協的海外貴賓，更加強了國家

同學們畢業以後，開始脫貧，知文更

重視他們的信息。說明他們在祖國裏是重

團隊到廣西，都聯繫各同學，反過來探望
帶所生的孩子們來見面，有些結婚叔叔阿

要的，因而有尊嚴有自信。
4. 愛永不止息，叔叔阿姨心中你們是永
遠美好

姨也參與。孩子們長大成才後，都知感恩，

當孩子成長了，面對成人種種問題，

真正學會愛家愛國愛人民，大家已成為中

有婚姻危機，有工作的困難，有人事的衝

華民族裏的親人。

突，在不成功時，跌回自卑的陷阱。這時他

叔叔阿姨，有時反過來請叔叔阿姨吃飯，

文更是以仁愛及道德培育真正有品

們會把文更叔叔阿姨看成是親人、朋友、
心靈輔導師，而傾訴心中的苦情。
實際案例：一位資源縣女同學，大學
畢業後，嫁了一位有點錢的商人，天天在

多年來我們團隊去探望孩子，座談會

家看孩子。丈夫在外應酬，常很晚才回家。

第一句話我就說：「我們來自很遠很遠的

她與我通微信，表示開始擔心，丈夫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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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下一代。
2. 以仁愛為核心價值，使兒童與青少年
感受親切

梁燕城：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愛是無條件的。他們雖貧困，但他們是有

除了從社會改革及物質條件改善上解決貧困，還有一重要維

質與金錢的缺乏，而是其精神狀態，有深

度，就是貧困兒童與青少年因貧困或家庭變故，形成心靈的創傷，

基本瞭解，發覺孩子們的困苦，不單是物

感到自己不重要，缺乏尊嚴與自信。

生，大都是留守兒童，部份是孤兒。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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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更前後資助過一萬二千人次的學

文化中國

不愛自己，自己是否不行了。她明白，這是

量。在社會公益及扶貧工作上，提供精神

從小因貧窮而來的自卑心理，再次形成。

上關愛與心理上輔導的功能，這方面是一

我告訴她，最近她和其他同學來探叔叔阿

般按行政工作的官員所不易做到的。

姨，見面吃飯，我們覺得她比前更成熟漂

2) 立法規管各種慈善組織，使與政

亮，怎會不行，其實在文更叔叔阿姨眼中，

府配合，又請有扶貧經驗的成熟工作者、

你永遠是善良美好的。之後再教她以正能

社工及學者，從社會現狀、心靈關顧與輔

量對丈夫，如何建立一個好婚姻。她之後

導等知識及經驗，培訓志工，栽培民間愛

表示，明白了自己在叔叔阿姨心中永遠寶

心團隊，成為扶助弱勢的生力軍。

貴，回復了自信，再慢慢重建婚姻好關係，
文更叔叔阿姨的關懷和愛護，是延續
一生的。

總結與建議
總結十五年在廣西的經驗如下：

進經驗，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有整體政策書
「不讓一人被遣棄」(Don’t Leave Anyone
Out)[3]，希望用十年達至最少貧困的工業
化社會，提出就業、收入、保險、少數族裔
與新移民協助、老弱傷殘的協助等。為了
達至目標，建立詳細諮詢程序：

1. 十五年來與廣西農村發展同行，體

1 . 議 會 建 立了一 個 委 員 會，包 括

驗到農村由一窮二白到逐漸繁榮，發現政

一百三十五位個人、團體及組織代表，收

府的大戰略，是以建立良好基本建設，將

集一百六十六個簡報。

沿岸經濟的成功帶入農村，通過城鎮化帶
動農村，再以精準扶貧、旅遊扶貧、金融貸
文更的團隊，都帶著愛祖國、愛孩子、愛大地的激情，不求回

報地付出，其真誠愛心使孩子感到像父母一樣，醫治了其創傷，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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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了留守兒童的心靈需要。得到尊嚴與自信，就可健康發展，且學

會了用愛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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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快樂。

3) 策劃全省這類工作，可參考一些先

2. 在全省十七個區與一千個團體代
表開會。

款與企業扶貧等，針對性地解決貧困問題

3. 與五十位代表開了七個論壇。

等。中國從發展解決貧困之路是成功的。

4. 建立顧問團及行動研究小組。

2. 十五年經驗所見，除了從社會改革

以上 這些做法，可按中國國情而修

及物質條件改善上解決貧困，還有一重要

改，由政協建立委員會，廣招各方前線愛

維度，就是貧困兒童與青少年因貧困或家

心團體代表，收集簡報，在全省不同縣與

庭變故，形成心靈的創傷，感到自己不重

各團體開會，推動論壇研討，建立顧問團

要，缺乏尊嚴與自信。

或行動研究小組，不讓一人被遣棄，用中國

3. 文更的扶貧模式，不單提供物質條

話說，一個不能少。

件，且提供心靈醫治，通過多年持續的關
愛，使孩子回復尊嚴與自信。文更的團隊，
都帶著愛祖國、愛孩子、愛大地的激情，不
求回報地付出，其真誠愛心使孩子感到像
父母一樣，醫治了其創傷，充實了留守兒
童的心靈需要。得到尊嚴與自信，就可健
康發展，且學會了用愛對人。
4. 建議政府在大戰略上發展的同時，
也有小戰略的心靈關顧與輔導計劃，善用
民間的愛心力量：
1) 中國民間有很多愛心人士，也有很
多合法的宗教團體，教導世人仁愛慈悲。
善用這些團體，成為支持政府大戰略的力

[1]

UN Statement, June 1998 – signed by the
h e a d s o f a l l U N a g e n c i e s 參考D a v i d
Gordon, "Indicators of Poverty & Hunger",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Youth Development
Indicators,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12th – 14th December 2005 .
http://www.un.org/esa/socdev/unyin/
documents/ydiDavidGordon_poverty.
Fundamentally, poverty is the inability of
having choices and pportunities, a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It means lack of basic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society.
It means not having enough to feed and

研究報告
梁燕城：重建貧困青少年的尊嚴及自信

Frontline of Poverty Charity

中國民間有很多愛心人士，教導世人仁愛慈悲。善用這些團

Obser vation and Analysis of

體，成為支持政府大戰略的力量。在社會公益及扶貧工作上，提供

Don’t Leave Anyone Out http://www.
mess.gouv.qc.ca/grands-dossiers/luttecontre-la-pauvrete/bilan-demarcheconsultation_en.asp 魁北克的資料均來自
此。

精神上關愛與心理上輔導的功能，這方面是一般按行政工作的官員

[3]

更詳細有關貧困的討論，可參考Poverty
In Focus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December 2006 (http://www.ipc-undp.org/
pub/IPCPovertyInFocus9) 本文不再探
討。

In-sing Leung(President of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Abstract: This ar ticle is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regarding
the frontline of poverty charity in Guang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trategy
on the poverty charity, including poverty
charity, tourism support and cor porate
alleviation and so on, all have achieved
the signif icant achievements. In ter ms
of urbanization planning in those area,
const r uction of basic inf rast r uct u re,
improvement of mater ialization
conditions , there have been surprising
accomplishment. However in this article
it raise up a discussion that the vulnerable
groups need spiritual care and love to gain
self-confidence and dignity, while they
receiving the material charity.
Key words: Guangxi, poverty charity,
self - confidence, dignity.

所不易做到的 右(圖為文更團體與贊助學生合影 。)

[2]

clothe a family, not having a school or clinic
to go to, not having the land on which to
grow one’s food or a job to earn one’s
living, not having access to credit. It means
insecurity, powerlessness and exclusion of
individuals,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It
means susceptibility to violence, and it
often implies living in marginal or fragile
environments, without access to clean water
or san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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