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 生 來 信 摘 錄

加 更 教 育 項 目

廣西貧困地區 教育工程
廣西壯族自治區位於中國南部，少數民族人口衆多，貧困縣數量在全國亦是名列前茅。到2020，文更資助廣西貧
困學子已有18年，資助學生/教師共 14,510人次；文更還幫助學校重建校舍，興建電腦資源中心/圖書館，興建洗
澡房及提供熱水設備等。在2020年的疫情當中，文更同工及志願者更持續通過社交媒體關愛受助學生。從學生來
信各式各樣的筆跡中，聼他們述説自己的理想、心事、成長、考試、家中近況、開心與不開心; 憶起探訪時見到的
那一張張青澀而陽光、羞澀而懂事、帶著笑容或眼淚的面孔，在我們心中對他們的愛和牽掛更加一天天增長……

學生來信摘錄

龍州高中‧蘇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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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東職中‧黃衛師

田東中學‧莫瑩

生活的壓力讓我的夢想擦
肩而過，步入職中，看著同學
忙著自己的目標，我自己茫然
了，不知道自己應該幹嘛，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將近幾個
月，直到你們的到來，心中又
燃起了希望，我相信自己的決
定是正確的，我知道要幹嘛，
我知道這個決定意味著甚麼，
並且我也知道自己不服輸的
人！失敗了，重新站起來，我
相信自己，不比別人差！

記得與你們見面的那一
天，下著雨，與你們分別後，
每當下雨，就會想起你們。
古詩中常用雨寄託思念，不知
這雨，能不能將我的思念傳達
給遠方的你們。我想，一定
可以，因為我思念著你們的同
時，你們也一定牽掛著我啊。
一想到這個，我就充滿了動
力。你們不僅給了我物質上的
支持，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
勵。得到幫助是我的幸運，感
謝你們的資助、關愛。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我的家境不是很好，從小
父母離異，一直是爺爺奶奶拉
扯我長大。現在，父母各自有
家庭，更沒有時間和精力來管
我。爺爺奶奶年邁了，六十旬
的老人卻還在為了我而奔波，
我真的很愧疚。當初，我也想
過，要不輟學去打工吧！奶奶
那麼老了，還有長期慢性病，
我不能在讓她為我操勞了。正
當我猶豫不覺時，我遇到您
們，文更的叔叔阿姨們。您們
對我的幫助，我感激不盡。雖
然您們可能覺得這只是舉手之
勞，但是，對於我，真的是很
大的恩惠了。因為這筆資助，
我能繼續讀書，可以為爺爺奶
奶減輕負擔，我真的很高興。

田東中學‧蘇宸
還記得我們的見面，你們
不顧路途遙遠，從加拿大一直
到田東，只為了能夠來到學校
和我們聊聊天。
在經濟困難的時候，我及
時收到了您寄給我的助學金，
感謝您一直以來給我的關心和
呵護，是您的幫助，讓我克服
了家境貧寒的困境，得以繼續
學習；是您的愛心，讓我重拾
了學習的信心和決心；是您的
溫暖，讓我更信心百倍地面對
學習生活中的各種困難；更是
您的善舉，我有機會體會這精
彩紛呈的高中生活；
記得有一首歌歌詞是這樣
的：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
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龍州高中‧李雨浩

田東高中‧何麗琴

田東中學‧黃菲

環江高中‧覃淼

感謝您對我的資助。沒有
您的幫助，我的生活將承受莫
大的經濟壓力。我以前的生活
條件非常差，我生活在廣西的
深山中，每到飯點就去山上獵
食，過著原始人般的生活。自
從有了您的幫助，我吃上了壓
縮乾糧，不用去山林打獵了，
我能把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
還因有豐富的打獵經驗，我成
為了龍州縣高級中學第一打
野，沒有您的幫助，我不可能
在龍州縣高級中學學習，我希
望越來越多的學生能進入理想
的學校。希望您身體健康，生
活幸福。
我再次真誠地感謝您的幫
助！

在得到您的資助之前，我
的父親和母親關係非常不好，
經常因為錢的事情而吵架，甚
至離婚，父母之間的裂痕，受
傷的往往是孩子，他們幾乎是
每天都在吵架，在一旁的我，
也只能聽著，心裏十分難受。
每周我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卻
要看到這樣的場面，有時候
我都不想回家，對這個家已經
沒有甚麼期待了，我漸漸變得
內向、叛逆，和父母頂嘴，不
和別人交流，只喜歡一個人待
著。因為父母之間的矛盾，朋
友的疏遠，我的生活過得很不
順心，讓我達到了人生低谷。
我曾經想過自殺，我很抑鬱，
認為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
但是，得到了您的資助後，父
母不再為我上學的事擔憂了，
他們的關係也緩和了一些，我
也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樂觀面
對生活，笑對人生。

我出身於農村家庭，父母
原本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
農民，但由於要滿足我們家
三姐弟的讀書需要，母親外出
打工，父親也陪著我們在縣城
裡讀書，照顧年幼的弟弟妹
妹們的生活。家裡的開支越來
越大，父母肩上的壓力也逐漸
加重。就在這時，你們的愛心
舉動像一場春雨，給這個久旱
的家庭帶來了希望。你們的幫
助讓家裡的經濟負擔減輕了許
多，更給予了我學習的動力。
雖然現在我的成績不是那麼
的盡人意，但一想到你們的支
持，我就充滿了動力。

許久不見，非常想念你們
和藹的笑容，想念你們親切體
貼的眼神。猶記得與你們第一
次見面的那個晚上，也記得再
次與你們相見的那個傍晚，與
你們的相處交談很是開心。
我一直以來我都非常感謝
你們，與感謝你們的付出和幫
助，感謝你們的善良和熱心，
讓我明白原來我是被人關心
的。除了爸爸媽媽以及家人之
外，遠有你們在很遠很遠的地
方。學習偶爾失去信心，不想
再繼續下去，心裡煩煩的，卻
又無處發洩，這種時候我總想
起你們，想起那晚座談會，心
就會逐漸平靜下來。我知道，
我只是你們幫助的眾多的學生
中的一個，你們可能覺得沒甚
麼，但我相信，每一個受到你
們幫助的學生都會因為這美妙
的相遇，在心裏放一場盛大的
煙花。煙花易冷，繁花易逝，
心卻永遠會記得那時的溫暖的
感覺，並在關鍵時候撫慰我略
顯疲倦的心。
希望你們會欣慰於看到我
的不同，我一直相信我的改變
中也有你們的一份影響。

龍州高中‧黃麗雪
我已經不再迷茫自己讀書
到底有甚麼用，至少我明白讀
書不會使我那麼快變成人妻，
沒有知識充實的大腦，對未
來，對生活的想法都是妄想，
沒有長遠的眼光，如何看未
來？我以前一起玩耍的朋友有
幾個已成了人妻，甚至未婚先
孕，看著她們走入歧途，我的
心如被刀割般痛。讓她們走入
歧途的原因就是早早輟學，不
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目
光短淺，沒有正確的知識來武
裝自己。看著她們因「家庭」
瑣事而日漸消瘦泛黃的臉，我
更堅強了自己前進的步伐。我
不要走她們的後路，我要活出
自己該有的青春的色彩！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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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助 項 目

加 更 教 育 項 目

神學生 資助項目
環江高中‧黃小穎
我是黃小穎，環江毛南族自治縣高級
中學，1708班的一名學生。感謝你們的
傾情幫助，你們的恩情現無以為報，唯
有以書信的形式，表達心中的謝意。
我曾在練習高考聽力時，看到過這樣
一句話：「Don’t let yesterday take up
too much of today.」現在，我只覺得這
話意蘊更豐富，所含哲理更為深刻。此
時此刻，我正踏入高三的戰場，距2020
年步入戰役前線僅有236天。我開始明
白，這場暗潮湧動的比拚不僅僅在於
知識與技能，更關乎心理與意志。挫敗
和焦慮打不倒我，榮耀和讚譽迷惑不了
我，做不完的題，睡不夠的覺更是嚇不
退我，猶其是每每稍有遲疑，我總是能
想起我最親愛的、支持我的可愛人們，
協力文更的叔叔阿姨、熱心人士、親
人、老師。我總能從你們這些良師亦益
友身上學會堅強與知識，以及升華為自
己更為持久的動力。不求今後騰達如何
吧，但願在這小有挑戰的美好時光無悔
無怨。
為數不多的幾次接觸基本上是在飯桌
上，時間不久，但印象深刻。你們為我
們這些稚嫩尚未走出山門，但對外飽含
熱情與好奇的孩子帶來的新鮮的世界。
原來不只可敬可畏，更是如此有趣。
把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不簡單；
愛國無須多言，堅守本職，就是最佳表
白。即使走出山門後，我終於還是小有
遺憾回到了家鄉，那麼就回鄉，在更適
合自己的場地，不失為廣闊的天地，傾
心盡力於本職，亦不失為報鄉報答恩
情的好方式。最後，再次感謝你們的資
助，我將把這份真情化為我搏擊長空的
強勁翅膀，追夢天空。

田東職中‧農朝富
當老師把愛心資助款交在我的手上
時，我心潮澎湃，在那一瞬間，我流
淚了，因為我想我作為一位學生何德何
能，在這寒冷的冬天還能享受雪中送炭
的溫暖。我認為這是我的榮幸。在那一
刻我苦幹的心靈受到了您們給與我愛的
滋潤，在這裡我想對您說：謝謝！謝謝
加拿大的愛心人士您們為我所做的這一
切。我會努力學習。當我遇到困難和挫
折時，只要一想起您們在遠方對我的鼓
勵。我便會克服困難奮勇直前的。
受您們資助我三年，我家裡的情況
已經好很多了。現在我已經考完了中級
電工証和中級電焊証。馬上就要出去頂
崗實習了。我不會辜負您們對我的期望
的，希望將來為國家，為社會做貢獻。

田東職中‧譚志峰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們的中專生活
已經過完。中專時，我們懵懵懂懂地打
量著這個世界，有一些膽怯，甚至會因
為家境貧困而感到自卑，學習曾很不適
應，壓力也特別大。在助學政策的激勵
和資助下，我們的生活、學習得到了保
障，可以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們
擺脫了內心的陰影，找到了努力的方
向，為了理想，我們始終自強不息！
而今天，我們是自信的！我知道我們
有能力實現一個美好的未來！請您們相
信，受過您們幫助的學生，一定不會辜
負您們的期望，一定會把這份愛變成將
來對祖國，對社會最好的回報！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www.crrs.org

共資助來自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學生達40人次。受助學生大部分為進深研讀碩士課程，
也有部分為研究文憑攻讀者。

由2017年開始文更和克里威廉神學院合作，設
立「華人神學教育助學金」，三年來共資助來自大
陸、香港和台灣的學生達40人次。受助學生大部
分為進深研讀碩士課程，也有部分為研究文憑攻讀
者。
文更的資助大大減輕了神學生的經濟負擔，使他
們能更無憂地回應神的帶領。其中有一位學生是單
親媽媽，收到文更資助後大哭一場，因為經濟上的
壓力得到減輕，顯明神在回應她的需求和選擇；另
一位學生說文更的資助對他很重要；也有學生說如
果沒有文更的資助，不知是否能繼續讀下去；一位

來自南京的學生說文更的資助提醒她不要放棄，神
的手通過文更在背後默默地支持她。
學生們同時積極投身到本地和國際事工當中學
習，如服事國際留學生、客家教會、兒童青少年和
老人、殘障人士、特殊人群、教牧同工、以色列的
中國民工等等。各人都願意接受裝備，謙卑地為神
所用。
學生們在畢業時深表感謝文更的經濟資助和精神
鼓勵，使他們感受到上天恩情，華人基督徒團體無
私的資助，為即將進入天國工場事奉，加添無比的
信心。

捐 款 資 助 貧 困 學生
梁博士在神學院和學生們合影

請使用二維碼或查詢
Tel: 1-604-435-5486

9am - 5pm (Monday to Friday)

Email: info@crrs.org
Web: www.crrs.org
https://crrs.org/donation/education/education-fund/

12

由2017年開始文更和克里威廉神學院合作，設立「華人神學教育助學金」項目，三年來

與學生在文更辦公室會面

學生分享

和學生們進行Zoom視像會面
天情通訊‧2020年‧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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