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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團隊在廣西田東中學

探訪曾經受助的學生

資助興建的龍州 縣金鎮中學教學大樓

廣西受助學生和探訪隊員

文更曾資助的同學從不同的城市

趕來，這次聚會對他們來說如同過

年回家團聚一樣。康同學因病不能

參加，特意為每位文更叔叔阿姨送

來一束束鮮花。在深圳的羅同學也

來不了，特別情深款款撰寫美文配

圖「不可或缺的十一月文更探訪」，

在微信中與大家分享。楊同學傳來

微信：「……前段時間我家庭遭受

困難，當我收到文更資助款，心裏

非常高興、感動，立刻打電話回家

告訴爸媽；他們也非常感動，他

們叫我一定要寫感謝信給你們。

這筆錢對我來說就像天降甘露一

樣。……學習文更叔叔阿姨，我每

周末都會去支教或者去敬老院做志

願者。」

前文更資助的陳同學，得知文更

探訪缺攝影師，特別從實習工作中

請假，全程義務攝影並毫不介意的

協助旅程各項瑣事。他說：「叔叔

阿姨在我困難的時候幫了我，我不

需要報酬。」

2. 中學生

探訪最多的是高中學生。每到一

所學校，梁燕城院長或羅光裕主席

都會講話鼓勵同學們。往往在講話

一開始時，有的同學已悄悄紅了眼

睛，開始抹眼淚。到同學發言時，

更是哽咽不能成語。多位同學講到：

「正當我因家庭貧困而猶豫是否退

學的時候，幸運的得到了叔叔阿姨

的資助，使我有了繼續讀下去的信

心。我要努力學習，心存善念，將

來回報祖國、回報社會，把愛心傳

遞下去。」同學們更敞開心扉，分

享他們失去親人的悲哀，對家人病

痛的無奈，無法為父母分憂而自責。

而職中的男孩子們更是讓人唏噓

不已。他們的年紀從 16 歲到 22 歲

不等，大部分已早早跟隨過父母外

出打工，打工沒有出路，父母才不

顧家庭的艱辛讓他們回到學校學一

技之長。每一位同學的家庭都極度

貧困，生活的經歷帶給他們的心理

障礙，讓他們不善言詞或者甚至語

不能成句，他們害怕與人目光的接

觸，好多時候都沉默不語。正如職

中文更班的資助者李先生所說：「他

們更需要幫助和關愛。」

一位高中同學在微信上寫道：

「……也許我們不是命運的寵兒，

但我們卻是你們的寵兒；你們的

光，照亮著我們……很榮幸成為文

更孩子，謝謝你們！」是的，文更

的叔叔阿姨願意給你們一個溫暖的

懷抱，讓你們的傷痛悲哀得到渲

泄。而文更的叔叔阿姨更願意看到

終有一天，你們這些山裏的孩子，

在太陽下健康成長，在藍天下自由

翱翔，在和諧的社會中幸福生話。

每次座談會的結尾，文更的叔叔

阿姨們都會為同學們送上一首《唱

一首天上的歌》：「生命的河，喜

樂的河，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我要唱那一首歌天上的烏雲，心裏

的憂傷，全都撒落。」鼓勵同學們

不被眼前的環境所困，看得更高更

遠。隊員都希望能更多和同學們在

一起，把更多的愛和歡樂帶給他 

們。

教育工程項目工作報告教育工程項目工作報告
周強‧項目主任

2016-17學年回顧

在有限資源下，文更集中資助羅

城縣、都安縣、田東縣、龍州縣和

環江縣五個縣的學生，這五個縣是

廣西壯族自治區最貧困的地方。其

中環江縣和龍州縣為新助學點，現

有三間學校 260 名學生受助。

一位加國華人為紀念她的父親，

捐款資助興建了一座位於龍州縣金

鎮中學的教學大樓。整棟樓共有 23

間教室和完備的衛生間，可供 1,200

名學生使用。該教學大樓於 2016

年 11 月正式揭幕並已投入使用。

資料：龍州縣位於中越邊境，

缺乏種植土地和生產資源，居

民很多都生活在貧窮線下。環

江縣是毛南族人聚居地區，其

中一所學校就有 2,200名貧困
學生，佔全校學生比率 60%，
文更資助了 100名學生。

2017年度探訪報告

今年探訪團共有 15 名隊員，其

中 8名隊員首次參加探訪。

與學生的交流

探訪隊的最主要活動是探訪學

生，和他們交流給他們關愛。這次

行程探訪隊共探訪 7所學校，超過

600 名學生。

1. 大學生和前文更資助學生

在大學生座談會上，第一位發言

的是廣西醫科大學的程同學，他曾

是位骨癌患者。他以頑強、樂觀的

精神戰勝了病魔。在講述夢想時他

說道：「……立志努力學習，將來

能夠把治療癌症像治療感冒一樣平

常、容易。」同學們從分享中受到

鼓勵，也漸漸從一開始的羞澀、拘

謹、緊張，到與文更叔叔阿姨自由

地分享自己的學校生活、讓自己驕

傲的事情、以及自己理想，當然更

多的是對文更資助者們的感謝。

	 廣西資助興建項目2008	 - 	2017

 2008 融水縣融水高中： 興建電腦資源中心

 2009 融水縣融水高中： 興建語音資源庫

 2010 融水縣融水高中： 興建數字圖書館

 2011 融水縣融水高中： 興建多媒體教室

 2015 廣西 20 所學校： 購置圖書予圖書館

 2015 隆林縣天生橋中學： 興建洗澡房及提供熱水設備

 2016 龍州縣金龍鎮中學： 興建教學樓

探訪行程安排

日期  地點 活動 

11 月 5 日 南寧 與新資助的大學生座談

   交流及前資助學生會面 

11 月 6 日 羅城 羅城高中 

11 月 7 日 環江 環江三小及環江高中 

11 月 8 日 都安 都安瑤中，到學生家中 

   家訪 

11 月 9 日 田東 田東高中及田東職中

11 月 10 日 龍州 龍州高中 廣西助學計劃人數統計

 年度  2016-2017 2003-2017

 小學生  60  1,076

 高中生  990  8,057

 大學生  57  525

 初中生  0  646

 教師本科  10  1,062

 教師研究生  0  445

 總數  1,117  11,811

 註︰ 2016-2017 學年的受助人次共 1,117 人

購置圖書送給20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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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對口單位的交流

文更在中國的對口單位是廣西協

力扶助基金會（簡稱協力），由廣

西政協辦公廳主辦。除了文更員工

到協力辦公室拜訪，商討日常工作；

探訪隊更有幸邀請到協力的負責人

萬理事，親自為隊員們解答另一個

問得最多的問題：中國現在已發展

得這麼好，我們海外人士還有必要

再到中國助學嗎？

萬理事說：中國發展得好的地

方，只是縣級以上的城市。在廣

西的農村，地形七分山三分田，

生產資源缺乏，脫貧的道路更艱

難。中國現在的貧困線是 2300元
人民幣，一個家庭的收入就算脫離

了貧困線，相對中國現在的消費水

平，負擔學生上學也是困難的。所

以隊員們在學校仍然發現有學生為

節約一日只用兩餐；文更去探訪的

家庭，一家老少七口人，只有父親

能做工，守著三畝地再加打零工勉

強糊口。萬理事還介紹協力其他方

面的扶貧工作：例如為貧困戶送小

雞，讓他們養大後出售增加收入；

幫助貧困戶養牛羊；國家扶持無房

屋居住的貧困戶建房，協力為每戶

送水泥 5噸等等。與中國對口單位

的交流，讓隊員們從第一手的資料

來源中更多地認識中國現狀和文更

事工在其中的角色。

探訪隊員的心聲

首次參加探訪的梁先生說：以

前看文更的關愛影片和親身與學生

見面，就像聽歌劇的錄音帶和現場

聽歌劇那種全然不同的感覺。影片

捕捉不到的學生情感和細微的表

情，現在真實深刻的展現在我眼

前，……在空氣中就能感受到。面

對鏡頭，他們的真情流露讓我濕了

眼眶，當我剪輯錄影時止不住流下

了熱淚……。

潘先生說：這次探訪讓我感受深

刻，學生的純真和真情流露，對外

界認識的渴求，跟我在加拿大認識

的中國留學生，是天淵之別。

朱女士說：值得一提的是參加文

更探訪十幾年的兩位義工，他們的

投入和奉獻深深感動了我；能與他

們同行，我深感榮幸；……我們要

努力籌得更多的資金用在孩子們的

身上……

許先生今年未能參加探訪，但他

分享了 2016年探訪時的心聲。全
文見第 7頁多倫多義工分享。
衷心感謝各位隊員無私地用自

己的假期自費參加廣西探訪，而更

加要感謝的是沒有去到廣西前線，

但一直在背後默默支持孩子們的所

有捐助者，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帶給

貧困需要的孩子們愛心、盼望和信

心！

2017-18學年計劃
1. 目前中國的各項發展突飛猛
進，國內物價也不斷上漲，

貧窮家庭生活壓力加重。根

據學生和老師們提供的資

料，每一名高中 /職中學生
每年所需的學雜費、住宿

費及餐費，最少需人民幣

￥8,000。文更 2017年起，
將由原來資助的人 /年人民
幣￥1,500增加到￥2,000，
以配合實際需要。

2. 增加資助 4-5 個班級，約
200名學生。

3. 探索新的建學校和改善生活
設施項目，讓貧困地區學生

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4. 堅持每年定期舉辦「助學扶
貧探訪團」。

希望進一步了解助學項目，

請與加拿大文更同工聯絡：

電話：1- 604- 435 -5486
電郵：info@crrs.org 
網頁：www.crrs.org 

 

文更前受助學生的孩子，
甜甜地叫文更資深義工「爺爺」爷爷

與學生一起晚餐，彷如一家人 三位攝影義工(左一為前受助學生陳同學)

3. 小學生

長途的旅程，讓文更探訪隊員

們疲憊不已，當看到環江三小的孩

子們純真的面孔，所有的疲倦都煙

消雲散。孩子們的舞蹈、唱歌、書

法表演讓隊員們驚喜不已，熱情天

真的擁抱，更讓人心都融化了。由

於環江三小的孩子大部分是外來務

工人員子女或留守兒童，我們看到

五六年級的孩子已開始留宿學校，

更有幸看到懂事的孩子為留在學校

午餐的同學們洗碗。不管現實的環

境多艱苦，衷心祝願這群可愛的孩

子永保純潔的心，永遠有發自心底

的燦爛笑容。

與學校老師的交流

探訪中文更董事和職員特別安

排時間與各學校負責的老師交流，

瞭解學校和老師的需要，互相鼓勵

和支持。看到老師們對貧困學生關

心，我們每次都會說「謝謝你們

這麼愛學生，謝謝你們為他們著

想！」但謝謝兩個字，又怎麼足以

表達我們的敬意。

在與田東職中羅校長的交談中，

我們瞭解到職中學生的管理上困

難，家長可能不通知學校就把學生

叫去打工，老師再費九牛二虎之力

聯絡上該家庭挽回學生。職中文更

班的孩子們有了文更的資助和國家

的補貼，再加上國家免除學費，他

們家庭一年所需負擔的就只有書本

費，基本上可以讀到畢業。中國近

兩年允許職中學生考大學升讀高等

技術專科學校，有些有資質的學

生，因為大學相對昂貴的花費，最

終還是放棄了機會。

在與學校老師的交流中，回答了

海外支持者問得最多的問題之一，

文更資助的學生是怎樣挑選出來

的？

文更受助學生挑選步驟如下：

1. 學校公告有文更資助項目
2. 學生提交申請及相關證明，
報學校初審。審核標準因校

而異，但首要條件一定是家

庭貧困品學兼優。有的學校

要求成績 A以上，有的學校
孤兒單親家庭優先，有的學

校明確規定違反校紀不得受

資助。

3. 學校對有疑問學生進行調查
和確認。

4. 公告展示 (徵求公眾意見 )
5.	 符合條件學生申請表一式兩
份，學校保留一份，送交協

力一份，最後協力轉交文 

更。

學生細心聆聽教誨 文更董事(右一、二)和學校老師(左一、二) 到受助學生家中探訪，送去愛和希望

董事會主席(右)與副主席(中)與孩子們玩"High Five"!

大學生座談會開心玩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