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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celeb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I am in a state of awe with a joyful heart; 
in awe because of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and joyful 
because so many lives are touched.  The CRRS Annual Report 
2018 mentions more than 11,000 students and 1500 teachers 
in Guangxi received financial support through the Basic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15 years between 2003 and 2018.  
Furthermore, many existing school buildings and residences 
were renovated.   A brand-new school constructed.  All this 
made possible by generous and willing donors.  Some donors 
put in time, talent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special projects.  
Many see the needs in rural China and are moved by love 
and compassion to meet those needs.  Consequently, many 
lives are changed for a brighter and hopeful future. CRRS is 
grateful for your partnership. 

In addition, we are thankful for CRRS staff and volunteers in 
carrying out these projects.  Your report brings us much joy 
and tears.  We applaud you and thank God for His enabling 
each step of the way. 
What, then is our vision for the next 25 years?  We can learn 
from a Biblical character named Jabez.  Jabez asked God to 
bless him and enlarge his territory.  In like manner, CRRS 
asks God’s blessing and direction to enlarge our territory.  
From time to time, we face new challenges.  New challenges 
necessitate changes.  We know that you, our donors, continue 
to support us.  With God’s help, we remain strong and 
courageous to meet these changes.

從前有個小孩，和其他同齡小

童一般，有時很乖有時會很調皮。那時候家裏的

用水都要到村口那井去擔回來。小孩子漸漸長大

也懂事了，看到媽媽擔水很辛苦，就開始想他可

以幫家裏做些什麼減輕媽媽的負擔。於是他開始

幫媽媽擔水，一擔就是許多年。

有人問我為什麼給文更辦公室義務送了近二十

年的水，其實跟這個故事很相似，見到文更同工

辛苦工作，心想我可以為文更這個家庭做點什麼

呢？送水是樣很簡單的功夫！做點小事便可幫到

文更，何樂而不為？

關心我的人常常問：「每桶水 20 公斤重上樓梯

雪中送水
鄭志聰‧支持者

不辛苦嗎？」其實不是不辛苦，但想到神給我機

會讓我練得一身好力氣，便越做越覺得年輕；更

使我存著一顆赤子之心去工作，沒有想過退下來。

神讓我做多久就多久吧！

說來簡單，但給文更送水真還有難處：

文更辦公室新舊兩址都處於二樓，初在繁忙

大道，泊車限時限刻；而現址可泊車位又

太少。下雪的時候要停到 200 多 米之外，

「一步一腳印」地，憑著神藉那村童給我

的啟示，來個「雪中送水」玩個不亦樂乎，	

哈哈……還童真地希望文更將來會有自置大樓、

有升降機的辦公室……。

水是生命的泉源，這就是送水的意義。

加拿大文更 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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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情 人間有愛
林奕殷‧義  工

陳茗詩‧前同工

不經不覺，廿五年了！中國人特別重視這個數

字，銀禧紀念！有幸被邀寫短文回顧，數算上帝

恩典，自然義不容辭。

	夜幕下，年近半百的我，	特別找來珍藏已久的

《文化中國》創刊號，開卷有益，	塵封了的記憶，

開始點滴湧上心頭。

廿五年前，自己移民加國不久正值熱血青年之

時。身處西方之國，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追求

人生，卻有點迷惘。巧遇梁博士，他的人生觀和

宗教情懷，彷如一盞明燈指路。還記得當初梁博

士在維真神學院開設晚間課程：神遊五千載，我

便是其中一位涼粉（梁博士的小粉絲）。梁博士在

其中一堂課上同我們分享他的異象，這就是文化

更新的大使命。我們每個同學聽後，無不興奮躍

動，很想成為大使命的成全者。之後，梁博士又

在很多教會講道，分享了他的異象，甚至開始招

募義工，期盼有心人一同出力。一切如箭在弦，

只等候上帝的一聲令下。果然過不多久，萬事互

相效力，使文更得以成立。

	仍然記得 1995 年的那個晚上，正值文更成立

的第二年，假藉唐人街某大酒家舉行周年晚會，

主題是「月向那方圓」。當晚高朋滿座，政府高官、

董事、學者和嘉賓的那份同心和熱情實在令人感

動。《文化中國》創刊號便是當晚的特別紀念品。

頁首，有幾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親筆簽名，其中

當然有梁燕城博士、李錦洪先生，還有當年的省

督林思齊博士。再看內文，這本學術雜誌打響了

「文化的中國，中國的情懷」的口號，絕對不是

浪得虛名。著名學者如：杜維明、余英時、成中

英、溫偉耀、劉再復、李歐梵、余達心……都在

《文化中國》裡投稿。到底是誰有這麼大的號召

力？我深信就

是梁博士背後

的上帝。這一

本季刊真叫我

愛不釋卷，珍

愛如昔。好的

開始是成功的

一半。文更之路至今已行了廿五載，有上帝的同

在與賜福。

當我們開始了初期文更的義工行列，大家出心

又出力，文更任何活動，我們都義無反顧，義不

容辭，大家都能成為文更人而自豪。

值得一提，與文更結下的是妙不可言的情緣。

當年我是帶著女朋友，亦即是現在的內子，拍

著拖同參與文更的各項義工活動。機緣巧合，女

朋友受感動，很快成為了文更的同工，全情投入

文更的大使命。在梁博士及文更的各位同工的見

證下，結下婚盟，牽手同行到今天。

人生如戲，今年春季假期，攜同妻兒回港尋根

之旅，留港的第二天，居然在港鐵車站偶遇梁博

士，深信是神的安排，教我們怎能不珍惜眼前呢？

借用時下潮語：野生捕捉到梁博士，自然上前請

安，第一時間拍照傳千里，人人皆稱奇。縱使是

幾分鐘的相見，已教我們深深體會到一份他鄉遇

故知的情懷。偶然的相遇，依然一見如故，我們

都相信，文更情，永不變！

盼望文更往後的日子，文更人都可以毋忘初心，

忠主至終！

借用梁博士的當年的名言作為本文的結束和題

目：天地有情，人間有愛。感恩！再感恩！

Kevin	和IKKI

港鐵尖沙咀站偶遇梁博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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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至高至深之愛的美好見證
蘇紅‧前同工

我從大陸移民至加拿大後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文更。當時，作為一個新移民，

又是剛受洗不久的基督徒，我在文更不但漸漸適應了新生活的各種挑戰，而且在

靈命成長上經歷了極大的飛躍。在文化交流上，我們舉辦國際研討會，廣邀學者探討中國宗教研究和

宗教環境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我們也參與在大陸舉辦的學術會議，在全球化、多元主義的宏觀背景

下探討基督教與社會建設的正向互動；藉著這些學術活動，梁博士及文更的同工們將基督教精神傳播

普及出去，以我們的方式廣傳福音。同時，我隨梁博士遠赴廣西的貧困地區，看望文更資助的學生，

以耶穌基督為榜樣，以生命影響生命。在文更的工作使我看見，神賦予文更神聖的使命，神也時刻保

守看顧文更的每一個腳步，文更的 25 年歷程就是神至高至深之愛的美好見證。	

非凡夢想恩典之路
譚秀芬‧前同工

25年來看著文更成長，神讓我看見了「非凡夢想」。在文更籌備之初，我

已開始參與義務工作，成立晚會籌得近四萬元後，文更邀請我成為半職同工，開

始了我移民加國後的第一份受薪工作。

看著梁燕城博士及董事、同工們摸索著走上那信心之路，透過影響人心靈的工作將神的愛傳遞，我

得以在工作中成長，並受浸成為了基督徒，其後更在教會工作至退休。想起當初文更對我的栽培及信

任，25 年後的今天，我對文更仍有一份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多年來我或義務或受薪，參與了文更

多項工作，這是上天給予我的一份特別的福氣。感恩神 25 年來一直引領文更的工作，帶領每位董事

和同工行這「恩典之路」。	

加拿大文更感恩分享 感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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