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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的話】

向陽路上 希望朵朵開

今

文／張平宜（協會執行長）

年又在輾轉的旅途中消逝
了。

不管台北、青島、成都，北
京，我都成了一個旅人，每個地方
都是匆匆的過客，沒有時間多做停
留，有時一覺醒來還得想想身在何
處? 這一兩年突然的盛名湧入，讓
我多了更勞累的心，做不完的工
作，和不能停也不敢停的腳步，三
月黃帝故里祭拜大典，六月師大傑
出校友獎，十二月讀者文摘亞洲英
雄獎與港澳台基金會的愛心獎。
努力多年，終被發現與肯定，

▲前往昭覺工作的路途中。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提供

除了欣慰與感慨外，也想貢獻個人
心得分享。其實人生各有想法，有

的範圍加寬，力度加強，大營盤也

有多元的發展，我真心希望所有大

人懷抱雄心壯志開創偉業，有人則

今非昔比，網路的進駐，堅強的師

營盤的孩子都能在愛的關懷下身心

選擇貧瘠小路種植小樹，但只要堅

資，多媒體教學，優美的校園，今

均衡的成長。此外，大營盤故事館

持努力，無論再多崎嶇山路，也能

年下半年，學校規模將從學前班到

兼希望之翼辦公室應該今年中將整

走出平坦道路，堅持不懈是大家不

初三共十個年級，學生可望突破四

修完畢後開張使用，教育局贊助的

吝給我掌聲的原因，希望自己未來

百人，變成涼山州麻風村孩子們的

五百噸蓄水池一旦完工，學校也將

一定不負眾望，更有智慧地耕耘這

希望學園。

朝生態環保校園的新趨勢發展，希

份志業。

不知為什麼大營盤總有做不完

望大營盤一步一腳印的努力軌跡，

十年前，懷抱為麻風村的孩子

的事，新的一年我對大營盤又有

建立希望道路的人道使命，一個取

新的企圖了，由於住宿生多，我

去年三月，在台辦安排下，分

名「希望之翼」，小而溫馨的社團

找台灣名廚再贊助一台蒸飯機，準

別拜見四川省副省長甘霖和涼山州

組織，在一月最後一個禮拜天，也

備開賣包子、饅頭，讓孩子們吃的

州委書記翟佔一和州長羅涼清。有

就是所謂的國際麻風日成立，正式

飽飽，睡個暖暖再來讀個好書，另

大官加持，感覺走路有風。

展翅飛向涼山。今年國際麻風日六

外，新的暑期志工營隊，我想把學

四月餐飲學校開平中學師生十

十年周年，也正是協會十周年。倏

校的合唱團美術教室及籃球校隊建

四人到大營盤進行志工之旅，越

忽十年了，希望之翼茁壯了，服務

立起來，在孩子們在求學階段，能

西官員聽聞台灣高職生，扛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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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成為涼山州的先驅典範。

▲辛智秀理事長在大營盤與孩子合影。

油都沒沾到。到越西十二

翼學院去年也有溫馨之旅，那就

年，最高長官率團到學校

是以第三屆職訓畢業生為主的青

辦桌，這可是頭一遭，經

年學子們在台商貝斯特教育機構

驗難得。

及鄭州文明辦贊助下到河南鄭州

七月兩岸的大學生再

做了一趟畢業旅行，雖然說一路

度齊聚大營盤，台灣慈濟

看著孩子們長大，不乏朝夕共處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成

的機會，但一起旅行，這可是新

都西南石油大學，三十各

鮮經驗，一起坐火車，一起吃麥

有專長的學生輪流到大營

當勞，一起參觀國際學校，一起

盤實踐他們的支教任務。

出遊皇帝出生地、少林寺、博物

由於行前都有完整的教學

館，一起吃buffet，還看了一場

規劃，因此教學相長各有

清明上河園的聲光十足的戶外表

林國彰攝影

斬獲，同時兩岸三校的學

演，我們締造了很多第一，最值

大箱義大利麵要到學校請孩子們吃

生也彼此溝通交流，各自為所屬的

得感謝的是我身邊的這群好朋

西餐，也請兩名當地師傅到學校進

學校做了敦睦推廣，相當有意義。

友，他們的愛既大方又慷慨。

行外繪。義大利麵pk九大碗，中餐

跟大學生多所接觸，去年我也

我的十年奮鬥，去年也入圍

與西餐高手過招，越西官員對台灣

第一次接受邀請走進大陸高校演

了金鼎獎，原本兩岸文創業者有

高職生的廚藝留下深刻印象，台灣

講，不管是四川大學，華東石油大

意以「台灣娘子上娘山」為藍本

學子也從地方特色菜中進一步認

學或西南石油大學，我覺得大陸青

拍一部電影，但搞

識越西的飲食文化，雙方可以說是

年學子在公益這塊領域熱情洋溢，

了整年，

賓主盡歡，其中有趣的是袁洪書記

不僅有企圖心，有社會責任感，同

風 風 火

率兩位縣長來作客的當天，正逢我

時也有強大的實踐力，讓我刮目相

火 ， 換

的農曆生日，我不僅收到一束鮮花

看，尤其在開放提問這一塊，學生

了四個

孩還有一個生日蛋糕，儘管我不願

發言踴躍，問題五花八門，這是我

編 劇 ，

透漏年齡，但我相信我的秘密經由

最喜歡的部分，我覺得跟大陸年輕

溝 通 無

地下傳播已全然曝光。我們大人忙

人對話，可以知道他們的思路，幫

數，卻在

成一團，但那個鮮奶油大蛋糕卻始

助他們了解慈善組織的社會責任，

開拍記者

終是孩子們眼光的焦點，等我忙過

對雙方而言都是有效的溝通與學

會前夕突

頭想要吃塊生日蛋糕時，早已被孩

習。

然喊停，

子們分食光了，我可是連一口鮮奶

另外，六月時，青島希望之

據 說 ，

▲

來自西南石油大學的特別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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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教育界前輩曾志朗與洪蘭夫婦長期關心大營盤。

林國彰攝影

劇本必須經過四川省所有公務門審

風村也納入例行服務的範圍，涼山

核，同意過後才能開拍，這其實意

的工作讓我備受交通煎熬之苦，尤

迎接二零一三年第一件大事，

味著電影可以不用拍了，因為劇本

其小道小學遷入十分偏僻的昭覺新

就是希望之翼理監事重新選舉，辛

絕對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期望。只是

療養院後，雖然建築看似宏偉新

姐即將卸任，繼任理事長還是洪蘭

這一年我窮盡心力投入編劇的工

穎，但其實問題棘手，因為本是為

教授呼聲最高，回首從前，兩人任

作，就是希望在麻風病走下歷史舞

麻風老人安養的療養院硬要將部分

重道遠，傾聽需要，出錢出力，一

台前，能對這群長期生活在社會歧

建築改建成教室及宿舍，工程後遺

路看著希望之翼披荊斬棘茁壯成

視下的邊緣群體釋出終極的關懷，

症多多，七十名學生現在除了上課

長，她們不僅是希望之翼最尊敬的

但大陸政府似乎對這個歷史議題還

睡覺外，不要說校園規畫，連可以

朋友，同時也是大營盤孩子們最堅

是多所忌諱，再加上我是個台灣

舒展身心的運動場地都沒有，又地

強的守護天使，未來兩人仍是責無

人，增添政治敏感變數，所以，把

處滑坡地帶，安全堪慮，一旦下

旁貸。

相關所有人折騰個半死後，電影還

雨，我都會在半夜驚醒，加上標準

十年前，陽光路上風雨行，十

是宣告無疾而終了。

的彝區，與官員一直出現溝通落

年後，這條貧瘠小路，希望朵朵

涼山多山，原本就是土石流高

差，不管在教育上方面，衛生方面

開，期許未來加入更多優秀的人力

危險區，去年一場暴雨，沖垮不少

或生活管理上，都出現力不從心的

物力，The Wing of Hop將以愛與

山路，坎坷的路面更加歧嶇了，加

窘境，有可能的話，真希望小道小

行動傳遞溫暖，用領導和管理來延

上跟台灣中國麻協合併後，昭覺麻

學的學生都能到大營盤就讀，至少

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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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能安心就讀平安長大。

【回顧】

二○一二年工作報告

文／陳青鈺（協會執行祕書）

【大營盤學校教育】

表1、大營盤學校2012年學生人數表

1.本學期學生總人數為358人，包

年級

男生

女生

小計

括新增設的學前班31人，一到六

學前班

11

20

31

年級265人，七、八年級62人。

一年級

33

22

55

二年級

25

23

48

三年級

26

19

45

四年級

25

13

38

住校人數為167人，女生有66
人，男生有101人。請見表1。
2.本學期學生多來自越西縣，外縣

五年級

25

15

40

市就讀學生以鹽源縣最多，其次

六年級

19

20

39

為冕寧縣。請見表2。

七年級

15

20

35

八年級

20

7

27

總計

199 (住校101人)

159 (住校66人)

358(住校167人)

3.本學期學校公辦教師有19人，原
數學老師已轉職、目前尚缺數
學、物理及地理老師，已向縣委

表2、大營盤學校2012年學生來源分佈表

書記及教育局提出申請。
4.原協會聘任學校管理人員戴靜去

縣

人數

約占總學生數76%，其中包括：

職，因應學校人數遽增，協會聘

大屯鄉240人，約占總 其它鄉鎮32人，約占總學生
學生數67％
數9％

任楊坤華老師，擔任輔導兼行政
老師，另聘西昌教會陳燕修女擔

272

鹽源縣

38

約占總學生數10.6％

冕寧縣

26

約占總學生數7.3％

甘洛縣

9

約占總學生數2.5％

布拖縣

4

約占總學生數1.1％

5.多媒體教室正式啟用。
6.協會於開學補助7年級、8年級、

【大營盤學校庶務】
1.食堂每月大米用量增至4500斤。

昭覺縣

3

廚工及教職員工提前用餐，廚工

金陽縣

2

飯後幫1～6年級打飯，7～8年級

喜德縣

2

生於教室自主管理。

普格縣

1

石棉縣

1

2.缺水問題仍在，已促請相關政府

西山鄉5人，古二鄉4人，乃
托鎮4，丁山鄉3人，白果鄉
大營盤村178人、高橋 2人，普雄鎮2人，書古鄉2
村61人、華陽村1人
人，西鄉2，新民鎮2，保石
鄉1河東鄉1拉普鄉1申普鄉1
四甘普鄉1人，中所鎮1人

越西縣

任生活管理教師。

外縣市小學生報名費及資料費。

說明

共計358人

單位元加速蓄水池工程進度。
3.開放高年級學生輪流陪同管理人

註：%百分比計算是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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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於假日至市場採購，以鍛練學
生購買能力並體驗管理人員的辛
勞。
4.7～8年級生一律住校，有事利用
每月二次上街的機會處理，家有
農忙者請假個別處理，遇長假住
附近者可返家。
5.大營盤寄宿部管理辦法於9月
修訂完程並立即實施。
6.制訂7～8年級生假日課表並立即
實施。

▲遷校後的小道小學就位在昭覺康復村。

及4名修女，學校實行全寄宿管
理。

訓，並嚴格執行考勤制度。
5.廁所及儲水槽等工程建設仍有疏

3.張平宜執行長於2012年4月在西

漏之處，未來協會將持續監督。

【昭覺小道小學】

昌與昭覺縣人民政府簽訂協議，

1.由於協會已與中國麻風服務協會

提列小道小學硬體設施需求，後

【青島職訓計畫】

正式合併，故昭覺小道小學的學

又於2012年9月前往昭覺與相關

目前有十三名職訓生，白天於工廠

生教育及生活管理等等事務，將

政府單位開會瞭解執行狀況並促

各單位實習，晚上及假日上課。職

由本協會接管。為避免無效溝

請改善缺失之處。

訓生依學習程度分為普通班及進階

通，雙方將以公文為依據。
2.目前學校有學生70名、教師5名

時間
18:30
│
19:20
19:30
│
20:20
20:30
│
21:20

星期一

4.據悉該校有老師曠職現象，昭覺
教育局已允諾將對教師崗前再培
表3、青島職訓計畫晚間暨假日課程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班或個別加強輔導，課程表請見表
3。

星期五

星期六

普通班：
基礎英文

普通班：
基礎英文

普通班：
基礎英文

選修課
(註1)

進階班：
進階英文

通識課
(註2)

英文歌曲教學

Discovery
多媒體教學

生涯規劃

選修課
(註1)

進階班：
進階英文

通識課
(註2)

英文歌曲

Discovery
多媒體教學

時事探討

選修課
(註1)

進階班：
進階英文

電影欣賞及心得
分享

註1.選修課包括「Sandworks電腦繪圖」及「舌尖上的中國」。
註2. 通識課包括「機械製圖」「中學幾何」、「中學力學」、「機械加工常識」、「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
「生活與哲學」、「政治生活」、「生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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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越跳越高!


林國彰攝影         

▲陣容堅強的教師群。

林國彰攝影         

【台灣原住民及弱勢學生資助計
畫】
1.資助花蓮縣和南寺假日東海岸學
校課輔經費。
2.捐助花蓮安德幼稚園擴建經費。
3.提供台灣清寒大學生獎學金。
4.贊助相關學術團體研究經費。

【活動】

▲

老師監考
中。
林國彰攝影

1.2012年2月執行長張平宜於成都
拜會四川省副省長甘霖。
2.2012年3月執行長張平宜於西昌
拜會涼山州委書記翟佔一及州長
羅涼清。
3.2012年3月執行長張平宜應鄭州
文明辦邀請，參加黃帝故陵祭祖
大典，並擔任祭拜佳賓。
4.2012年3月執行長張平宜至河南

貝斯特外語中學演講。
5.2012年3月執行長張平宜至鄭州
市志願者培訓拓展中心參與揭牌
儀式，並受聘擔任鄭州市志願者
聯合會名譽會長。

動，越西縣委書記並率領官員到
校舉辦外燴。
7.2012年6月青島職訓畢業生至河
南畢業旅行。
8.2012年7月第八屆大營盤學校兩

6.2012年4月開平餐飲學校志工至
大營盤學校進行飲食文化交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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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大學生暑期志工營。
9.2012年9月執行長張平宜於南京

▲執行長張平宜接受多家媒體採訪。

參加麻風NGO組織協調會議。
10.執行長張平宜至四川大學、華
東石油大學、西南石油大學、成
都金沙講壇及公和基金會演講。
11.各界媒體採訪，包括海峽衛
視、香港文匯報、華西都市報，
四川日報、新周刊、大愛電視、
工商時報、讀者文摘、國語日報
中學生報、教育電台、蘋果日
報、台北時報等等。
12.2012年10月Nancy舉辦為大營盤
募款的生日慈善party。

【得獎紀錄】

▲學校有了彝族風格的新大門。

1.執行長張平宜獲選第12屆師範大
學傑出校友。
2.執行長張平宜獲得讀者文摘2012
年「亞洲英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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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學生們在校園中玩單手撐地的遊戲!

林國彰攝影

【捐贈】
1.越西縣政府援設校際網路。
2.越西縣政府捐建大營盤彝族特色
牌坊
3.教育局援建五百噸蓄水池基礎建
設
4.嘉里集團捐贈大營盤學校多媒體
教室。
5.嘉里建設的都城.雅頌居及好百
年家居聯盟捐贈生態樹林。
6.環洋健身器材公司捐贈20組雙層
床。
▲我要努力走向心中的未來!

林國彰攝影

7.西南大學社會實踐隊捐贈學校樂
器一批

3.執行長張平宜獲得第7屆港澳台
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

涼山》入圍金鼎獎非文學獎人文

8.越西高中志願者及彝族愛心社捐
贈大營盤學校圖書及衣物等物

類。

資。

4.執行長張平宜著作《台灣娘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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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二○一三年工作計畫

編／張平宜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計畫內容與說明

經費概算

辦公室運作經費

人事費 (包括保險費)
正式職員
兼職人員車馬費
辦公室運作經費

250萬

大營盤學校運作
（學生358人
167人住校）

管理人員、廚工人員
學生膳食及廚房雜項
小學樂生獎學金、中學生助學金
學校雜項支出

300萬

希望之翼學苑職訓計畫─
運作經費

師資人事經費、學生膳食費、廚工人員費用
技職教育訓練費用
辦公室運作經費

專案計畫─台灣

花東地區原民教育項目補助金
台灣清寒大學生秀松獎助學金

200萬

專案計畫─四川

大營盤故事館（第三期工程）
大營盤生態環保校園建設
大營盤學校採購用車
昭覺小道小學特別項目補助

300萬

兩岸業務推廣費

工作地點為台灣偏遠山區、山東青島希望之翼學苑、四川越西大營盤小學、
昭覺小道小學、涼山州17個縣市等地還有大陸其他業務推廣相關地區

200萬

宣傳及推廣活動

基於公共衛生、人道關懷倡導及對協會會務瞭解與未來業務運作，協會將不
定期參與相關研討會、並舉辦主題志工營隊，歡迎社會各界有志之士到麻風
村服務，參與打造麻風村希望工程

150萬

100萬
1500萬

合計

註：大營盤學校興建男廁工程、改建浴室工程及
醫務室建置，見於留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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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的操場上玩。

林國彰攝影

十 周 年 特 別 企 畫
【緣起】

Father Luis

今

文／張平宜

年希望之翼十年了，從篳路藍縷
至今，用心灌溉，用愛耕耘，希

望之翼算是交出一張傲人的成績單，在
涼山州越西縣已建立一座麻風村孩子的
希望學園。
很多人好奇我一個鏖戰新聞戰場，
又無特別信仰的女子，為何會去從事一
般人趨之若鶩的麻風慈善工作，並且一
頭栽入就是十來年¨¨¨很多的因緣際
會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但其中可以
確定的是兩位Father Luis一直是啟蒙的
動力，兩位神父，一位是西班牙的陸毅
神父，另一位是奧地利的谷神父。
我跟隨兩位神父上山下海輾轉拜訪
過大陸二十幾個麻風村。當我決定駐守
大營盤時，兩位神父給了最堅強的力
量，孩子們的營養午餐，保暖的冬衣，
還有可愛的玩具，從澳門從台灣，千里
迢遙，送進了大營盤。在我遭遇挫敗想
逃時，不忘噓寒問暖，送愛送溫暖，像
我心靈的明燈，讓我堅定航向未來。
2011年，陸毅神父過世，享年98
歲，當時我人在大營盤，回憶過往，內
心激動不已，希望天上的陸毅神父他繼
續守護大營盤，因為這也是他老人家最
善良的心願。
今年正好陸毅神父100歲了，谷神父
寫了一篇短文，以希望之翼之名，向陸
毅神父致敬。
陸毅神父與谷寒松神父在火車上仍掛心工作。
林國彰攝影

▲


14

小檔案

陸毅神父Luis Ruiz Suarez SJ
1913年9月21日生，西班牙出生，耶穌會神父、澳門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
（現澳門明愛）創辦人。
谷寒松神父(Luis Gutheinz, S J)
1933年11月12日生，奧地利出生，耶穌會神父，中國痲瘋服務協會創辦人，
現任輔仁大學教授，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榮譽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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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周 年 特 別 企 畫
【緣起】

向陸毅神父致敬

陸

文／谷寒松 榮譽理事長

毅神父說：「世上最快樂的事，就是成就他人的幸
福。」

認識陸毅神父，是一種恩惠，一種喜樂和鼓勵。看他與麻
風康復者的來往，無不令人動容。
1996年，我與王輔天神父去杭州，經由一位當地陳醫師的
幫忙，想去拜訪一些麻風康復院，卻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在
爾後的麻風工作，陸毅神父和我產生一個共識：如果我們想在
大陸從事麻風服務工作，一定要和大陸當局合作。這是陸毅神
父開明，一切以幫助病人為優先考量的一面。
1999年，我們第一次探訪四川涼山州的美姑麻風村。當
時，陸毅神父已經86歲了！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他親手建立的美
姑吊橋，然後謙遜地讓村民用轎子抬他上山。到了上面，只看
見一大片玉米田和一群村民。當下，陸毅神父馬上堅毅地說：
「我們要在這片玉米田上，蓋一座麻風康復院、修女院和小
學，並請修女們來服務！」。這就是陸毅神父積極行動的一
面。雖然陸毅神父具有強烈的果斷力與行動力，卻有一顆聆
聽、溝通與信任的心。我們在探訪行程中，在機場或是任何地
方，常停下來一起討論溝通，這真是一種真正的合作！這種合
作的精神，當然也影響了與他工作的助手們。
陸毅神父的精神，感動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們。小額的捐
款，源源不斷地來自四面八方，匯聚成一股強而有力的江河，
流向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們。無論捐款多寡，陸毅神父總是誠懇
地一一回信，表達感恩之情。敝人很榮幸地，常將他給歐洲恩
人的感謝信翻譯成德文。
陸毅神父對弱勢群體的照護，最後也感動了中國的政府官
員！他們感受到了陸毅神父其信仰的力量。在2009年，一群大
陸麻風工作的官員至澳門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慶祝陸毅神父
96歲的生日。
2011年8月3日，在陸毅神父的追思彌撒中，我看到許多告
別與哀慟的眼淚，卻也是歡送陸毅神父進入永生的喜樂之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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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毅神父在大衿島上鼓勵麻風病人。

林國彰攝影

▲兩位路易神父與大營盤的初次懈逅。 林國彰攝影

▲神父為麻風村的村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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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走過十年

文／張平宜

播種一個夢想，
看著它生根發芽，
點亮一盞燈，
看著它搖曳發光。
跨越海峽，攀登涼山，
擁抱一群被麻風烙印的小孩，
我們並非特別勇敢，
而是相信有愛。
愛裡沒有懼怕，
愛可以洗去烙印。
愛的力量讓我們甘冒風雨，
為這群被遺忘的孩子，
建設一條通往社會的希望道路，
十年的屹立堅持，
大營盤蛻變成一所希望學園。
藍天綠地的校園，
學生璀璨的笑臉，
快樂學習的身影，
就像一粒芥菜種子，
在貧瘠的土地開花結果，
讓我們看到信心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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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林國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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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The Wings of Hope

Love, has no fear; Love, can wash away stigma

M

y name is Chang Ping-i and I was a correspondence columnist for Taiwan's China Times
newspaper for twelve years. While on a special assignment in 1999, I had the privilege of

visiting several leprosy villages in the remote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resulting in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that changed my life forever. Apart from the despair of witnessing the destitute living
standards of villagers completely isolated from civilization, I was stunned and heartbroken by the
abandonment of their innocent and leprosy-free children who were condemned to lives without hope.
These children had been hidden from society and forgotten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since birth.
Despite being perfectly healthy, they remain trapped in a vicious cycle of discrimination and poverty
that offered no future. With the government refusing to grant them legal identification, the children
were forced to stay in the villages with their parents and unable to seek even a basic education.
Today, leprosy is a very curable and controllable disease, and the terms “leprosarium” and
“leprosy isolation” will soon vanish into the pages of history. Whil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leprosy
sufferers will eventually fade away, their healthy descendants continue to be burdened by the stigma
of the disease. Most are illiterate, with many taking wrong turns in life and eventually turning to
drugs or even drug trafficking and robbery. I sincerely believe this vicious cycle can only be broken
through proper education, the key to defeating the stigma of leprosy and returning the children to
society where they belong.
In the winter of 2000 I visited the only school for children of leprosy sufferers among the 19
leper villages and 19 counties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The so-called
“educational depot” in Yuexi county was essentially a dilapidated two-room house manned by a
single substitute teacher who once earned his living as a fruit grower. The school had not produced
a single graduate in its 12 years of existence. Realizing the children from these leprosy villages
desperately needed a path of hope, I decided to launch a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cue campaign,
transforming Dayingpan primary school into the first complete primary school program (grade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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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angshan, and developing it into a base model for other education depots around the province
and country to learn and copy from.
In 2003, I set up the Wings of Hope Association, a registered NGO in Taiwan, dedicating
our efforts to helping the children of China’s leprosy villages return to society. On March 2005,
following years of efforts, Dapingpan primary school finally became recognized as an official rural
school of the province. In July the same year, the school’s first batch of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program and, to everyone’s surprise, won the second place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mong third-class primary schools in Yuexi County.
After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for a year, this first batch of graduates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enroll into a “nearby” secondary school that required a three-and-a-half
hour commute to and from Dayingpan campus every day. Notwithstanding their daily struggles,
Dayingpan graduates performed well academically, taking the top three positions in their class in
the very first year.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leprosy villages in Liangshan have gradually stepped out of
the shadows and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officially administered villagers, giving residents
recognized legal statu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ir lives. Following our successful pilot program at
Dayingpan campus, 16 other villages in Liangshan also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educational
depots, offering hope to more and more children across the region.
In 2006,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n educational campaign targe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fusing tremendous energy into secondary education programs in rural townships.
However, many of the leprosy villages deep inside the mountains were still too remote.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 sponsored programs were tuition-free, the cost of room and board for the children
alone still proved to be too financially draining for most families. In any case, few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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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willing to welcome these children out of fear of complaints from the parents of other students.
Accordingly, we shifted our efforts into constructing a new secondary school for the children
of leprosy villages in Liangshan, but limited resources and other obstacles forced us to put the
initiative on hold. It was not until 2008, when the Sichuan Poverty Alleviation Bureau offered a
grant of 2.6 million yuan (US$400,000), that we were able to begin building a secondary school on
the existing premises of Dayingpan campus. Two years later, in 2010, a middle school building as
well as new student and the faculty dormitories were finally completed, steering our grand plan of
growing Dayingpan into an “Academy of Hope” back on track.
In 2011,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iangsh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ayingpan campus
launched a “Leave no child behind” recruitment campaign targeting every leprosy village in
Liangshan. In March and July that year, our volunteers and I traveled more than 500 miles to
successfully recruit 69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7 and 16) to come to Dayingpan campus and
become members of our growing family.
With the addition of five new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Dayingpan middle school officially
commenc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1 with 48 students, finally becoming a normal elementarymiddle school with classes from grades 1 through 9. In the meantime, I continued my crusade,
working closely with cross-strait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s, actively ass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and, of course, trying to secure funding support (including scholarships) for the living
costs of students who have come from all parts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Our goal is to offer a
growing group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quality on-campus education
and introduce our first batch of outstanding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within three years, and in turn
establishing Dayingpan middle school as a trusted brand.
Dayingpan campus currently has more than 358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11 townships across Liangshan, 17 teachers, multimedia classrooms and facilities, two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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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and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ampus with its own water tank and solar powering.
Very soon we will welcome children from the leprosy villages of Yunnan province, some 500 miles
south of Liangshan. It is our sincere wish that Dayingpan campus can become a model of hope for
the entire Liangshan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or even all of China.
With the advancements in modern medicine, technology, and of course, education, people
no longer need to treat leprosy with fear and rejection, which is why it is so disheartening to
see children from leprosy villages continue to be subjected to lingering prejudices and suspicion.
Watching these lovely students grow and develop at Dayingpan campus over the last 12 years has
taught me that there is undoubtedly a bright future awaiting these children as long as we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I firmly believe that as long as giving these bright young children a proper education
with plenty of love, they all can live normal lives and become pillars of society.

Love, has no fear; Love, can wash away stigma. Give your love to
those in need and infuse their lives with hope. It is only through hope
that people can develop true dignity!
The dream of one person is just a dream, but the dream of many has
the power to become reality.

From Chang Ping-i/Director
Translated by Teddy Liu and Howard 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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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啟示錄～大營盤篇】

多媒體大躍進

今

文／羅桂平（大營盤校長）

年，在希望之翼及成都嘉里

是學生系統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場

中，由單純的聽覺或視覺獲取知

置業的大力幫忙下，我校每

所，是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獲取知

識，最大限度地刺激學生感官，使

個班級都安裝了多媒體，我校緊緊

識的主要場地，是學校教育教學的

課堂效率大幅度提高。突出了教學

抓住機遇，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手

核心。如何在最短時間內使學生獲

的重點，解決了教學的難點，收到

段的運用，使多媒體能更充分地發

取更多的科學知識，科學方法和技

較好的教學效果。

揮它的功用，更好的為教學服務。

能，課堂教學仍然是學校教育教學

傳統教學的新革命

我校在使用多媒體教學方面做了不

的主要陣地，因而課件是採用多媒

在運用多媒體教學的過程中，

少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的成果。

體教學的重要的內容，也是優合課

經驗總結如下：第一，多媒體教學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堂教學的保證。

改變了傳統教學中粉筆加黑板的單

1.多媒體是學生進入課堂的輔

課件反映信息量大、直觀性

一、呆板的表現形式，通過圖形、

助引領者。常言說：“興趣是最好

強、節奏快、密度高，通過圖形、

音訊、視頻、動畫等的運用，從多

的老師。”一節課，當學生進入課

文字、動畫、聲效來刺激學生身體

方面刺激學生的感官，調動學生的

程教學後，能否保持較濃厚的學習

各方面的反應，為提高教學效率提

視覺、聽覺、運動等感官都積極參

興趣，是上好這節課的基礎，教師

供了重要保證。強烈的刺激了學生

與思考，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上課時，除了充分發揮新教材的

的視覺感官，充分調動了學生的積

降低了思維難度，增進了對知識的

優勢外，應用多媒體課件也成為引

極性與參與性，激發了學生學習科

理解，使知識的傳播變得淺顯易

領學生走進知識殿堂的工具。通過

學的興趣，大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

懂，直觀形象。第二，多媒體教學

課件把文字、圖像、模型展示在螢

率，改善了教學效果。

使一些在傳統教學手段下很難表達

幕上去創設情境、進行授課。這些

3.多媒體是課堂知識整合的好

的教學內容或無法觀察到的現象能

直觀形象，表現力和可控性強，絢

助手。複習課內容學生大多是瞭解

生動、直觀地顯示出來，可以讓學

麗的色彩，迷人的畫面，極易吸引

的，但需要歸納、整理使之系統

生在課堂上通過幻燈片迅速直觀地

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學習的興

化，從而形成知識網路結構。按照

接收到大量的相關資料，既避免了

趣。從而引導學生有意、有序地觀

傳統的教學方式上複習課，往往是

以前的空泛講解同時又通過視覺聽

察，思考再結合教師的引導和講

“老師講，學生聽”。老師講得口

覺的刺激，加深了學生對所學知識

解，把學生的注意力和興趣都調動

幹舌操，學生聽得昏昏欲睡。這種

的記憶和對問題的理解，提高了學

起來，使學生產生積極的學習態

單調乏味的教學模式往往教師付出

生學習的積極性。第三，傳統教學

度，並以渴望和愉快的心情去學

多但收效不大。複習課的課件的應

中課堂知識的傳播主要來源於教師

習，極大的提高學習的效率。

用，既.增大了課堂容量，又提高

的口授與黑板板書，這兩者速度的

2.多媒體是教師傳授知識的輔

課堂教學效益。它不僅拓寬了教學

局限性限制了課堂的資訊含量，而

助者。課堂是學生學習的主陣地，

的資訊面，而且顯示在學習過程

多媒體教學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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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林國彰攝影

增加課堂容量，提高了課堂效果。

體教學的甜頭。通過使用多媒體教

富和啟動了課堂，使我們的教研活

多媒體教學可以在課堂裡更充

研活動，創造了我校使用多媒體教

動更加豐富多彩，教師的教研水準

分創設學習情境，節約教學時間，

學的氛圍，激發了教師們使用多媒

提高了，師生都受益匪淺。

充分展示知識的建構過程，實現了

體教學的熱情和積極性。開展多媒

總之，多媒體教學給我們提供

教學知識在與抽象、靜態與動態、

體教學以來，教師們常常利用課外

了一種學生主動參與，師生互動、

過程與結果、有限與無限等各方面

或週末的時間進行製作課件和備

協同學習的良好環境，使教學的重

的互相轉換。多媒體教學能有效突

課，各班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

點由單純的傳授知識、技能、技巧

破教學重、難點，更好地滿足學生

到教學工作中，向課堂要品質。近

轉向開發學生的智力，培養學生的

對知識的需求，提高教學品質，增

一年來，我校的教學品質有了明顯

能力和創造力。多媒體教學的優點

進教學效果。為了更好地利用多媒

的提高，不管是平時的期中考試還

是顯而易見的，多媒體進入日常課

體進行教學，我校對教師使用多媒

是期末測試，各班的成績都有了明

堂教學無疑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

體教學進行了多次的培訓，使教師

顯的進步。

勢。在課堂教學中出現的不理想情

不但學會使用多媒體教學的一些基

今年的一年級和二年級考試

況，不是多媒體技術的問題，而是

本技能，並且喜歡上多媒體教學。

中，我校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同

理念上、使用方法上的不當而引起

在幫補互助中，一些教師學會下載

時，我校的教研工作也上了一個新

的,應將多媒體與課程教學進行整

課件和製作課件，通過資源分享和

的臺階，從過去的傳統的教學方法

合，抓住其切入點，揚長避短使其

成果分享，使教師賞到了使用多媒

的使用到使用多媒體進行教學，豐

發揮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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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啟示錄～大營盤篇】

後勤主任萬萬歲

剛

文／余浩（大營盤教師）

來大營盤時，一條狹窄泥濘
的土路，幾間低矮的教室，

幾個信心百倍的教師，幾十個髒兮
兮的孩子，構成了大營盤小學。
隨著國家“民族教育十年行動
計畫”在政府、教師、愛心人士的
多方努力下，大營盤學校有了翻天
覆地的變化，學生的生活方式和衛
生習慣有了明顯改善。學校各項基
礎設施逐步完成後，寄宿制學生的
生活方式和衛生習慣等就成了學校
工作的重點。現在，就實際工作中
獲得的粗淺經驗和體會進行分享。
大營盤村的孩子，自幼生活在
落後、封閉的村落裡，對現代文明
接觸很少，許多家庭甚至還未做到

▲余浩是大營盤的後勤主任。

林國彰攝影

人畜分居。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
孩子，進入學校成為寄宿制生後，

預防病從口入

蟑螂、蚊子等污染叮咬，食堂使用

衛生習慣很難管理。因此我們必須

學生的飲食衛生管理是寄宿制

的鍋、碗、盆、勺等炊具要科學搭

針對他們大力宣傳現代文明，培養

學校常規管理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配，做到既衛生、可口，又要有營

他們的衛生意識，養成飯前飯後洗

俗話說“病從口入”，寄宿制學生

養，以滿足他們身體健康成長的需

手，睡前睡後洗臉、刷牙，勤梳

集體吃飯人數多，稍不注意便可釀

要。採購員要嚴格把關，禁止劣質

頭、勤換洗衣服被褥等個人整潔的

成大禍。寄宿制學校應加大對學校

糧食及蔬菜進入寄宿生火食團，以

生活習慣。要讓寄宿生做到這些，

伙食團的管理力度，制定切實可行

保證寄宿制學生飯菜品質。炊事員

需要我們做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

的有力措施，確保寄宿制學生的飲

要嚴禁將隔夜或變質的飯菜大給學

除了手把手的教、定期或不定期地

食衛生安全。炊事員應定期體檢，

生吃，特別要注意預防食物中毒和

檢查，也要利用課內外時間講解有

具備醫院出據的健康證明方可上

各種傳染疾病的發生。

關衛生知識，時常督促提醒，讓寄

崗，廚房內應保持乾淨、衛生，糧

放心以校為家

宿制學生逐步形成“講衛生光榮，

食、蔬菜等生熟食品應分類存放，

此外，寄宿制學生的校內安全

不講衛生可恥”的思想意識。

對熟食品應加防護罩，防止蒼蠅、

也是重要問題。寄宿制學生從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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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教育學生在收拾好自己東西
的同時，不要隨意亂動別人的東
西，防止偷竊行為的發生，以便造
成不良影響。
學校還應做好各類傳染疾病的
宣傳教育和防範工作，預防各類傳
染疾病在寄宿制學生中發生。還應
準備一些常用的藥品，以幫助寄宿
制學生解決小病小痛，寄宿生如發
生不能處理的疾病，學校應儘快組
織力量護送到條件較好的醫院就
醫。
外縣的寄宿生學生初次離開父
母到學校生活，且年級小，自理能
力差，他們的生活管理工作複雜而
▲煮出一桌彭派豐盛的菜一點也難不倒余浩。

林國彰攝影

繁瑣，要真正做好很不容易，這就
要我們教師要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

晚都在學校裡度過，學校應制定相

學校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檢查教

任感，要把寄宿生當作自己的親

應的安全防範措施，加強寄宿制學

室、宿舍的電器、電源、通風設備

人，用慈母慈父之心關懷他們，對

生的安全教育工作。在統一的課堂

及寄宿制學生活動場所的各種設

他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

教學後，要科學合理地安排寄宿制

施是否完好，對存在安全隱患一定

恒，使他們儘快適應寄宿制學生

學生的課餘時間，讓學生在空餘時

要拆除或採取有力的相應措施，避

活，住進來，留得住，我們教師也

間學習整理內務，學習有關的安全

免不幸事故的發生。要嚴禁學生在

應在工作實踐中努力探索和實踐，

防範知識，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

宿舍內生火做飯或燒電爐，以防止

不斷提高自己的教育管理水準，認

防止意外事故的發生。學校還應根

不慎著火、觸電。要對寄宿生進行

真做好這項工作，讓社會滿意，讓

據寄宿生在校時間多，自我支配時

民族團結教育，不要在學校內以家

家長放心，讓學生成才。

間多及精力旺盛的特點，開展有序

族、家支論親疏拉幫結派、打架鬥

現在大營盤的路變好了、學校

有益的課外活動，組織各種興趣小

毆、酗酒鬧事、扯皮吵嘴。嚴格防

變漂亮了，學生變乾淨了、老師變

組，培養他們的興趣和愛好，將他

範和禁止寄宿制學生將刀、劍等利

多了，在社會各界的關愛下，我相

們的注意力引導到這些活動上來。

器帶入校內，防止意外事件的發

信大營盤的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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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林國彰攝影

【工作啟示錄～大營盤篇】

水墨營盤
文／程丁林（大營盤教師）

2

010年10月金秋，我受命借調

待 將軍檢閱的士兵，挺直著腰杆

學校東邊是一片還未規劃的山

到越西縣大營盤小學任教。當

似乎告訴人們他們這才是這個學校

坡，每天放學後都能看見三五接群

我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馬上就被

的守衛者！也許正是因為這塊草坪

的學生在山坡上尋找著自己的童

學校幽美的環境所吸引。這個學校

的美麗，所以我看 不到有學生不

趣。當然有時也能看見像我這種被

是如此的乾淨，幽美。少了以往我

憐惜的去破壞它，反而每天早上還

城市喧嘩麻痹了童真的大男孩，在

見到的其他少數名族學校弊端，多

會給它清理衛生！

山坡上接受自然的洗禮。

的是師生意氣風發的精神；少了其

在草坪的北邊有一個小池塘，

跟自己學美術有關吧，如果把

他學校教學設施的落後，多的是學

如果說大營盤的環境像一幅美麗的

學校的綠化想成中國的文人畫，那

校嶄新的教學樓和整潔的學生宿

山水畫，那麼這個小池塘就起了畫

種返璞歸真，那種青春浪漫，在水

舍。最讓人賞心悅目的就是學校的

龍點睛的絕妙作用，清澈的池塘裡

墨的表現下是離我們如此的接近,

綠化，可以負責任的說，大營盤學

沒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荷，因為嬌小

她的美是自然的，也是全校師生付

校的綠化在同類學校裡是最好的，

的她孕育著十幾條讓我們這些觀者

出時間和精力去創造的。學校綠化

乃至全縣也是屈指可數的！

喜愛的小金魚，所以不需要荷來

在四季的輾轉中如今時隔兩年，我

一進學校大門，呈現在眼前的

“欲蓋彌彰”。池塘的周圍還有愛

也將所學與校務結合，挑起彩繪

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坪，在向東的草

人的玫瑰；似君子的小斑竹。聞著

校園的重任，並正式調任大營盤學

坪裡有一棵粗壯的大柳樹，仿佛像

玫瑰的芬芳，聽著竹葉嘮叨，再看

校。對於學校的綠化我希望她越來

一位將軍無時無刻的守護著這片草

著嬉戲的小金魚，讓忙碌了一天的

越美，而美上加美的彩繪藝術，更

坪，當然在草坪中也有許多其他的

師生能得到心靈的安慰，也許小池

希望有朝一日能讓學校引以為傲，

風景樹。幾棵傲雪的臘梅像高貴的

塘自己不知道她給師生帶來的輕鬆

讓關心和支持我們大營盤的人，共

婦人，在寒冬給師生帶來了幽香與

與快樂，但正是如此才體現了，她

享這份如詩如畫的驕傲。

溫暖；牆角一排整齊的松樹又像等

在學校綠化中精靈般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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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教學。

林國彰攝影

【工作啟示錄～大營盤篇】

痛並快樂著

溫

文／吳小龍（大營盤教師）

來到大營盤已經一年多了，
早就想提筆寫點什麼，但不

知為什麼總欲言又止，也許是由於
那些來自愚昧的歧視，或是來自於
那些冰冷的嘲諷……
要說起我和大營盤的淵源，就
應該從那次進城考試開始吧。2009
年我大學畢業，經過國家考試分配
到了越西縣最偏遠的一個山區小學
任教直至2011年7月份.2012年7月
由於大營盤學校開辦初中班缺少教
師所以面向全縣教師隊伍考試選
拔。說句老實話，當初來這個學校
的初衷是離家比較近，再來之前從
未對學校有任何的認知。更不知道
這裡就是他們茶餘飯後所說的“癩

▲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子村”。

關心著我的成長！在這裡我想對他

可以的……是啊！正是因為有了

時光荏苒，轉眼已經一年半

們由衷的說一聲：謝謝你們！第一

他的這幾句話使我樹立了信心，

了。來到這個學校最大的感受就是

年想說的體會太多，卻一下子無從

力求把每件事情都做的很好！同

“忙且充實著”，現在回想剛來

表達，就深刻的說幾個“最”吧！

時學校的其他老師也時刻提醒著

的那段日子，那時候的苦和累根

最感動的是，記得剛來的時候，作

我學校的一些常規和考核事項，

本不算什麼，等自己真正進入工

為一名新教師對於學校的一切我是

以及一些準備的材料！雖然這些

作的時候才明白原來教師的工作

那麼的陌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

話和這些行為是那麼的“樸素”，

也是“痛並快樂著”。一旦進入

準備什麼材料，該怎樣去準備？對

但是它對我起著多麼大的幫助啊！

了一種新的環境工作之後才是自

於一切都迷茫的時候，坐在我辦公

最煩惱的是，小孩子的紀律問題

己的身心都重新受到一種洗練的

桌對面的羅校長對我說：沒有關

了！每節課總有一些問題學生出

開始，慢慢的我也愛上了這種感

係的！新教師誰不是一步步成長

現，有時候我會面對他們束手無

覺，因為這裡有我可愛的學生、親

的，沒有誰一來都知道做所有的事

策，該拿他們怎麼辦呢？就這個問

愛的同事。我是這裡年齡比較小

情！慢慢的你就會適應了，也會

題一直困擾著我，後來我請教了

的，所以學校裡的老師們都處處

找到自己的發展目標，相信自己

很多老師之後終於總結了一套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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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助他們改正壞習慣的方案，但是
由於他們自我調控能力比較差，
所以方案的實施還存在一定的難
度！但是我會一步步改進，讓自己
更快的成為他們的“孩子王”。
最記憶猶新的是，還記得那是我調
在大營盤教學後的第一次朋友聚
會，起初大家都玩的很高興。直到
無意之間我說出了自己已經調到大

▲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林國彰攝影

明白了教師的責任其實就是育人，

▲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林國彰攝影

在這裡有很好的教學設施，有很多

而息”這或許是農夫的寫照。而對

得了該怎樣去教孩子們。我也會通

有經驗的老師，有很乖的學生，雖

於教師，那便是“日出而作，日落

過實踐，不斷總結經驗，用愛心去

然工作有不順心的時候，但是看見

而不息”。進入大營盤工作以來，

愛他們，用細心照料他們，用真心

孩子們天真的笑臉，我還是會把一

那一個個忙碌的身影，一次次的實

擁有他們，用誠心感動他們。我想

切不順心全都拋在腦後，讓自己快

踐體會，使我更懂得了“累”字的

---我可以做的更好。

樂的成長著！“日出而作，日落

內涵，懂得了“愛”字的結構，懂

營盤任教。這時好像吃飯的人全都
愣了一下，吃到後面我發現只要我
夾過的菜他們就不會再去吃了，後
來我明白了他們怕“癩子”。有時
候我在想到底來到這裡是好是壞，
現在我可以驕傲的告訴你們：我無
悔！。只因為這裡有最好的同事，
最好的學生。
最遺憾的事就是有些學生
流失了，由於家庭困難，或是
個人原因放棄了學業。這些孩
子以後的路該怎麼走？有時候
睡覺時我總在想著這個問題。
總而言之來到大營盤以後，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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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盤，我來了

記

文／楊坤華（大營盤生活管理教師）

得去年此時，在非洲看到大

誡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飯剩菜每天清下來，雖然讓老校狗

學同學Facebook上分享的文

但非洲三年經驗的累積已練就我在

狼牙加餐不少，但無形中卻養成孩

章，得知台灣女子_張平宜女士在

任何地方都能很快適應。於是勇敢

子們浪費的生活習性與態度，所以

四川涼山為痲瘋村的孩子爭取應有

接下希望之翼駐大營盤生活管理和

我要求用餐另一隻手要扶碗並不可

的權益，那堅強的毅力震撼了我。

學生輔導的挑戰。

以翹腳，否則飯後留下來幫忙打掃

去年五月我先到青島即墨的職

由於七月和孩子們的關係打下

食堂，除此以外就是花椒和薑片可

訓地，瞭解已經畢業的大孩子們狀

良好的基礎，所以後續和他們的溝

以不進肚子，其他若有不敢吃的

況，雖然好幾位都已經超過20歲，

通就順暢許多，尤其因為有同理初

蔥、蒜、苦菜…等等，只要先舉手

但個個行為舉止質樸純真，六月份

中大孩子們的成長心態，說他們的

坤華老師就會過去幫忙吃掉，但純

和他們一起到河南鄭州畢業旅行，

語言，強調坤華老師不打人但只聽

真的孩子因為不好意思也就學著吃

由於暈車加上中暑，孩子們貼心地

實話，所以幾個月下來大多數的孩

了，而有些古靈精怪的孩子，卻趁
所有機會並勇於嘗試，即使失敗丟

照顧著我這一路吐到不行的大人，

子清楚明白任何事在我面前講實

我沒注意將不愛吃的菜撥到地上，
臉都是我們邁向成功的重要歷程，

心中好生感動，無論是他們天性善

話，保證不會因為誠實而被修理，

所以我第二波就是力行飯菜不掉
當然這成功的定義不必是賺大錢，

良還是後天的教養，都讓我不由自

反而可以有所學習而不貳過並負起

地，大家就格外小心注意，慢慢也
否則就不會有像張阿姨這樣的人，

主地喜歡上他們。

責任，既然沒有說謊就不必花心思

就習慣了。
辛苦地把這麼多孩子從麻風村裏帶

第一次接觸

去圓謊，日子也會過得自在些。孩

孩子在自製給我的聖誕卡片中
出來!雖然才經過短短的半年時間

七月初和十二位慈濟大學志工

子有犯錯的權利，身為師長的我們

提到，現在用餐時食堂變乾淨又很
﹐我已和孩子們建立深厚的感情，

學生在成都會合，一路乘坐大遊覽

剛好因勢順導，機會教育和孩子討

少有剩飯倒飯的情形，大家覺得這
寒假回台在電話中要求部分孩子

車從高速公路再下崎嶇山路，歷經

論再次發生時的各種解決方案。運

樣很好，因為飯後輪值清掃食堂桌
提早教作文，聽到他們的聲音又知

種種顛簸，約莫近午夜終於踏上傳

用方法教大孩子帶領小弟妹，尊重

面及地面也就更容易且有效率了。
道他們還在幫忙家務，真是感到寬

說中的大營盤學校。在看到孩子第

並徵詢他們一些規範的可行性，有

想想每月吃掉四千餘斤的大米，協
心。

一眼的瞬間，我好像被拉回到馬拉

他們的參予，激盪出來的理念也就

會與學校的負擔沉重，而更重要的
祈願麻風村的孩子明天會更

威，因為這二地的寶貝竟是如此相

更容易落實。尤其，我特別強調打

是孩子正確的生活習慣養成，才是
好，讓我們一起努力堅持堅持再堅

似，有些孩子在大熱天也同樣穿著

架的嚴重性，因為在盛怒下出手有

影響他們一輩子的關鍵。我不常開
持，有夢最美，逐夢踏實!

厚重的外套不肯脫去，問他們為什

可能造成終生的遺憾，故強烈禁止

口說教，但盡量身體力行讓孩子潛

麼卻只是笑而不語，那神情似曾相

校園內的暴力行為。

移默化中看到並內化轉成他們自己

識，冥冥之中就是和這些弱勢的孩

身教重於言教

的一部分，這樣或許能夠走得久遠

子特別有緣，所以當下心中就感受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一點。我請學校配合實施大孩子自

到一股磁場，告訴我一定會再回來

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孩子

己打飯分菜，除瞭解決午餐三百多

這群孩子的身邊，即使慧禮法師告

們朗朗上口，但三百多位學生的剩

位學童久排且不會吃到已微冷的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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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食，最重要是讓孩子們自主管理，

好，窮要窮得有骨氣，早晚我們會

讀到10點多，我也開心得不得了，

吃得適量又不浪費食物。今後，不

翻身，只有像張阿姨那樣一路堅持

即使有時累到眼睛感染發紅或是感

隨地吐痰及亂丟垃圾將是下一波的

的精神，未來才可能看到曙光開花

冒倒下，孩子們殷殷關切或噓寒問

重點，因為在當地隨處可見，孩子

結果。

暖更是感到窩心。有幾次和初中生

也不以為意，我只能以非洲孩子為

用心陪伴 教學相長

溝通講到掉淚，一些孩子甚至寫信

例，他們可也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到

在教學相長部分，每逢星期五

要我不必對大家太好，教我要打他

世界各國去表演，若一些壞習慣積

下午就是我一週最快樂的開始，因

們沒有關係，看了特別揪心，打若

習難改，會真讓外人以為黑人又臭

為放學後到星期日晚自習前，我擁

有效，你們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犯

又髒，雖然事實不然，但會加深一

有大多數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幫初

著相同的錯誤!我深信只要慢慢講

般的刻板印象，再者養成好的生活

中學生補習英文數學，只期望他們

理並做有效的溝通而不是一昧的指

習慣主要也是著眼於自己的健康。

不排斥平時對這二主科的學習，他

責，孩子總有開悟的一天，坤華老

孩子告訴我他們在家鄉幫忙農

們個人比自己之前進步就好，雖然

師對你們有信心，“Trust me，

務，有時外出賣雞蛋，當對方知道

有孩子問以後又用不到學那麼多做

you can make it!”;同樣這句話

他們是麻風村出來的，就馬上退貨

什麼，我以自身的經驗分享學習可

我也用於鼓勵自己和當地夥伴們的

讓他們感到很受傷，我聽了心疼好

以訓練我們的邏輯思考能力，幫助

相處，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久，所以他們無法想像坤華老師願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比較正確的判

回台前身上多處凍瘡，但我滿

意把自己的碗借給他們使用，甚至

斷、取捨乃至於決定而少後悔。另

心歡喜接受，因為在非洲近三年的

吃他們的東西，心酸啊，好好的孩

外教他們”數獨”寓教於樂，並舉

時間上天保佑沒有得過瘧疾，而在

子卻要背負這麼沉重的烙印，當下

辦個人或團體組比賽，孩子們也大

涼山到目前為止只感受凍瘡的滋味

就是鼓勵他們相信一代會比一代

都有亮麗的表現。週末陪初中生夜

也是不錯的經驗。我教導孩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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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盤的奇幻漂流

二

文／陳青鈺（大營盤生活管理教師）

○一二年六月，我輾轉透過
引薦，來到協會擔任秘書的

工作。過去一直都在學校服務的
我，得知協會主要幫助的對象，是
一所 "特殊的"希望小學，想必這
應該是我所熟悉的領域，然而揭開
序幕的是一連串的未知與挑戰。六
月到協會，七月就前往大營盤參與
▲

戴阿姨下山採
購去。

林國彰攝影

暑期志工營，這段旅程就像奇幻漂
流般，措手不及的展開。很難形容
這段時間有多少感動或震驚，但每
個孩子的眼神與笑顏，就像大營盤
的陽光一樣，看似溫和地撒落肩
頭，卻能曬得讓你在心裡留下印
記。
「麻風村的孩子」，是這趟旅
程的主題。理智上，大家都理解這
是一個應該被賦予關懷的群體，但
這個議題卻始終難以觸碰到多數人

▲

戴阿姨下山採
購去。

林國彰攝影

的內心。即使在媒體上，那一張張
照片照見的現實，不管是老人畸殘
的形體，或小孩骯髒的童顏，儘管

大哥。

個小時後接受了「蜀道難、難上青

觸動人心，但就像電視新聞裡的中

由於機票價格過高，飛機誤點

天」的震撼教育，整台閃亮登場的

東烽火，遙遠又陌生。是什麼消磨

亦是常事，所以我們第一次包台大

新車，一路經過碎石亂飛、搖搖晃

掉了矜憐他者的基本感情？是疾病

巴士上涼山，從成都駛上剛通車的

晃、受盡折磨，最後底盤陣亡，不

的恐懼？還是地域疆界？撇開疑

雅西高速公路，直接開往大營盤。

僅車毀了，人也去了半條命，車上

問，慶幸的是，這世界還有願意奉

而這位司機大哥，得知我們一行人

的志工們吐的吐、暈的暈。最後抵

獻一已之力的善良人士，像熱情洋

是要去麻風村服務的，熱情地提

達學校時，已是滿天瞑色。

溢的的青年志工們，還有那個開著

供我們低廉的價格，以一夫當關、

經過了昨日的束馬懸車，還來

大巴士在成都機場迎接我們的司機

萬夫莫敵之勢開拔上山，並且在六

不及安置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得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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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緊熟悉環境，開始工作。大營盤學

們的內心底，有些情緒是不顯露於

都不缺，無憂無慮長大的小孩，絕

校的景致與台灣的小學幾無分別：

外的，隱約可以感覺到一絲羞澀、

對無法感同身受，所以我們何德何

紅磚道、綠草坪、水池、滿園的花

世故與防備。比較擅於表達的孩

能，能來當他們這一個月的牧人

紅柳綠，點綴著賞心悅目的彩繪，

子，則是會小心翼翼的簇擁著你，

呢？或許我們才是迷路的羊，跟著

對比以前看過的黑白照片，回想照

拉拉你的衣袖，好奇地問你問題。

這些孩子，回到了大營盤這個家

片裡的土磚牆與碎石地，肯定是花

若與他們聊天，他們會雲淡風輕的

吧！

了一番功夫的整修設計，才有現在

告訴你他們的故事、父母的故事、

由於在行前，各方人士已警告

如此光景。

親戚的故事、鄰居的故事、朋友的

我，大營盤的資源不若城市來得充

大營盤印象

故事，所有的生離死別，曲折地像

足，例如，問到換洗衣物的問題

這裡的孩子，就像我們認知中

電影，可以拍成一部部的悲慘世

時，有人會帶著詭異的笑容，安慰

的孩子一樣天真未鑿，帶著熱切的

界，只不過這些故事並無法為他們

你說，也許能洗澡的次數不會太

眼神扒頭探腦，但是卻沒有放肆的

贏得金球獎，這是在他們人生中真

多，因此，我決心不要當個城市弱

頑皮，也不會熱情地主動擁抱，他

實上演的經歷。我們這些從小什麼

雞，先在自己心裡打下預防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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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西南石油大學負責。慈濟大學

了早已身在台灣，看著前方路人的

志工團是第三次來到大營盤， 憑

背影，還想著這是不是誰誰誰？好

著過往豐富的志工經驗，規劃了

像是哪個孩子？都市人總是想著要

許多富有創意的教案，製作各種媒

反樸歸真，在五光十色的物質世界

材教具，以互動遊戲的方式，育教

疲憊了，就可以歸隱山林一個月，

於樂。北京師範大學的三位志工首

一個月過後想念咖啡的香、冷氣的

度前來進行探路的工作，他們的專

溫度，於是又可以回到熟悉的生活

長是心理輔導教學，因此學以致

享受。

用，將方法理論實際操作在大營盤

我們可以歌頌山林野地的單

的課堂上，在教學過程中，由於孩

純，簡樸生活的美好，是因為我們

子的特殊背景，加上現實與理論的

總是有兩個以上的選擇。在見山是

差距，讓這三位志工同學撞擊出不

山、見山不是山的進程中，我們侃

少心得火花。接續而來的西南石油

侃而談見山又是山的答案 ，這些

大學，團員們熱情洋溢，第一日到

也是因為我們多了一個選擇的機

了大營盤，就馬上帶來了一場華爾

會，但這一個機會，對大營盤的孩

滋團體表演，這個團隊的執行力及

子來說，卻是十分難得珍貴。

效率都屬一流，令我們刮目相看。

我們乘翼而來就是為了帶給這

像梁實秋來到他的雅舍一樣，不論

整體而言，慈濟大學著重與孩子的

裡的孩子多一個機會。希望之翼歷

環境為何，都要保持恬然自得的心

情感交流，北京師範大學則帶來了

經了十年的胼手祇足，將荊棘滿佈

情。或許是這個原因，我並沒有受

專業的教學輔導，西南石油大學著

的荒地開通出一條希望之路，為的

到環境不佳的衝擊，對於這一個月

重孩子們的紀律表現。三個志工團

就是讓他們可以一探這個世界，也

竟然可以天天洗澡，我也是滿懷感

的風格迥異，每個志工園丁卯足全

讓這個世界接納他們。

恩，豐盛的營養午餐雖然不是什麼

力，在2012的夏天為大營盤學校這

這裡已不再是被遺忘的角落，

珍羞百味，但也是好吃的讓人盤底

個園地，注入了不同的養份，澆灌

但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因為他們

朝天。在大營盤，達到生活基本需

在每個孩子的內心，這些初探嫩芽

得開始要瞭解世界，認識自己，學

求就是快樂的泉源。

的種子，在大營盤成長是幸福的。

會真正獨立思考，得到選擇的機

見山又是山

會，也要培養選擇的智慧，接下來

此次2012年的暑期志工營，共
有三所兩岸大學生參與，7月5日至

回到台灣後，總是懷念起大營

7月20日由慈濟大學及北京師範大

盤的新鮮空氣，美味的營養午餐，

學志工共同規劃，7月21日至7月26

悠閒的生活氣氛，有時不小心會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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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之路，又是另一段更艱辛的
旅程。

36

【成長語錄】

我的未來不是夢

歲

文／俄木爾作子（大營盤學校8年級）

月如梭，時光飛逝，不知不

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看到這麼好

學習環境，所以我很快克服異地求

覺我在大營盤的生活已經一

的學校，而且學校又是那麼的美，

學的不適應，慢慢將落後的成績跟

年半了,我在大營盤的生活充實又

這都要感謝一個人，她就是我們

上，現在學習起來就像如魚得水一

快樂。

的張阿姨，她是台灣人，卻為了

樣自在。

我來自冕寧，還記得第一次來

我們涼山麻風村的孩子修建了一

自從成為大營盤的一份子後，

到大營盤的時候，好奇中帶著興奮

所非常正規的

我對學習更有興趣了，而且對自己

與激動，因為，這是我

希望學園。我

充滿了信心，因為我在這裡不僅學

們學校有一流

到了知識，更學到做人做事的道

的教學設備，

理，這一切的一切都改變了我人生

負責認真的

的盲點，我不再步上父母的後塵，

老師，活

大字不識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

潑好學的學

會寫。父母的處境其實情有可原，

生，綠意盎然

因為當年麻風病人世世代代被隔

的校園，還有

離，所以沒有機會接觸文明，只有

好吃的營養三

靠自己的勞力生活。後來雖然在家

餐。我是大營盤

種地外，也可以外出打工賺錢，但

第一屆的中學生，

是，沒有文化根本沒有社會競爭力

雖然肩負眾望，

可言。我很慶幸我的命運跟過去的

有壓力，但

父執輩不同了，可以讀書接受文化

張阿姨幫我

的洗禮。感謝大營盤的一切，以後

們爭取好多

我會把握任何學習的機會，學習掌

資源，打造

握自己的命運。

一個放心的

我也是個有夢想的人，我的夢
想就是能夠考上大學，選擇一個理
想的未來，為了這個夢想，我一定
努力再努力，堅持再堅持，同時也
謝謝長期以來幫助過我們的這些愛
心人士，因為你們的愛心正在滋養
著一個有夢想的年輕人，我相信我
的未來不是夢。
▲羅桂平校長推進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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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影

異鄉的母校

記

文／吉布五加（新民中學初三生）

得剛來越西的時候，這裡到

的”意志力”。她說：“每個人不

它能給我溫馨、安全的感覺。張阿

處充滿了陌生感，對於一個

管處於什麼樣的困境中，只要有堅

姨和管理孩子們的阿姨們便成了我

從小未出遠門過的我們來說，這可

強的意志力，哪怕受盡無數的傷，

的慈母，她們的每句鼓勵是我心中

是一次重要的“旅程”，也是一個

頑強地拼搏，什麼都會成功。僅管

一股力量，流到我內心深處，使我

能改變命運的“旅程”，因為培才

有意志力支撐，但有一陣子我被病

一次又一次更加努力學習。她們的

教育基金會的張老師說過，我們如

魔折騰到被迫休學，輾轉住過很多

噓寒問暖使我無比激動，再多語言

果在這裡一直這樣不努力，小學畢

醫院，最後才在西安的一所醫院治

都無法形容她們給我的愛。

業後只能去打工或嫁人，永遠繼承

療好，我迫不急待重返校園，儘管

我在這裡四年了！歷經四年的

我們上一輩的人，勞動吃苦一輩子

降調一級！但真的好高興。有點遺

風風雨雨，我卻從來不為這四年所

…之類的話。因此，我為了不再步

憾的是，昔日同窗好友早我一年畢

受的任何挫折而放棄過，古人云：

上老一輩的後塵，背上行囊來到大

業，從此踏上了孤獨的學習之路，

「天將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

營盤。

在這條孤獨的“旅途”上，少不了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

淚水和無奈，卻讓我更加懂得了感

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

恩與堅強。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也是我

剛上六年級時，家鄉的老師都
認為我的成績應該還可以，但或許
是教學品質，再加上自己不學等各

時間似水流逝，她們畢業了之

的座右銘。大營盤唯一在新民中學

種原因，小學畢業來到大營盤後，

後，我的心裡空蕩蕩的，唯一能安

讀書的我即將畢業，但我已不再害

才發現我的程度其實才四年級左

慰我的是我的母校～大營盤，只有

怕，就讓暴風雨再來鍛鍊我吧！

右，因此我和幾個同學開始沮喪，
甚至抱怨張老師為什麼把我們帶出
來，但又想到，我們畢竟是來學習

放牛娃的春天

文／基披布哈（大營盤學校7年級）

的，所以咬緊牙關再重讀六年級，
堅持中雖然少不了質疑和嘲笑，但
我始終默默承受。也許是因為這樣

許

不懈的精神才讓我學習到現在。

在這裡我認識了許多朋友，學到了很多知識，這裡有我的快樂，我的

多年前，我從一個放牛娃走進五彩繽紛校園，從此在知識大海
洋裡自由成長，大營盤小學是我的母校，更是我成長的搖籃，

初一時，學校還沒有中學部，

悲傷，這裡的每一處角落我都那麼熟悉，大營盤對於我來說是那麼的

我們在新民中學走讀。天沒亮就得

親切，從起初的幾間平房至現在的樓房教學樓，從以前的幾十個學生

出門，早餐都只能簡單隨便亂吃，

至現在的幾百個學生，我都和母校一起見證著，這裡有我快樂的快樂

我的胃鬧起了革命，越來越嚴重，

的回憶，他給了我難忘的童年。

但我從沒有想要輟學，現在才明白

大營盤坐落在半山腰裡。濛濛的早晨，當第一束陽光照進校園

這種神奇的力量就是語文老師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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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可以

我

文／勿里鐵布（大營盤學校7年級）

曾經是一個在學校好好讀著

2012年2月16日 是我出去打工

雨的。我漸漸心生後悔輟學太衝動

書的小孩，也曾經是一個在

的第一天，那時我在想我終於出來

了，外面競爭講求實力，一無所有

學校活潑搗蛋的調皮鬼，還曾經是

打工了，我終於可以跟以前那些哥

的我怎麼能在社會立足呢？更何況

一個被人當牛使喚過的小工人。當

哥姐姐們一樣了，夢想外面像天堂

我還在學齡階段，我為什麼把時間

我是小孩的時候是在學校，當我是

一樣，心裡甜甜蜜蜜的、可是真正

浪費掉呢？還不如趁年輕多學點知

調皮鬼的時候也是在學校，但被人

到了外面，好像感覺不一樣了。

識，多多磨練，為自己的將來累積

當牛使喚的時候就不是在學校了，

對，外面那些樓房是很壯觀，別墅

奮鬥的資本呢？

而是在我出去打工漂泊的這一年。

很是豪華。不像我們鄉下的土房，

可是我選擇闖入社會已經一

唉！我好後悔。

只是那些樓房、別墅，我們只能羨

年，遲來的醒悟還得及嗎？雖然我

慕遠觀，根本進不去。

很後悔當初沒好好讀書，但是世上

打工的辛酸

有後悔藥嗎？就在我快要失足墜崖

以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看到
那些打工回來的哥哥姐姐們，穿著
時尚，非常羡慕。於是就有外出打

在外面打工，比如說：“你沒

時，有人突然拉了我一把，把我救

工的這個念頭，時間一年一年的過

錢了，沒工作了，甚至沒地方住

了上來，我非常感謝她，她說：

去了，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時

了。那你能去哪裡？只能睡馬路邊

“讀書是對自己未來的投資。我願

髦的人也越來越多了，愛慕虛榮的

了！”漸漸地，我覺得這不是我想

意再給你一次機會，但你必須付出

心依然存在，我終於也短視地走上

要的，現實太殘酷了。不像在自己

決心與努力，這才是有意義的幫

這條路，

的學校，自己的家裡，可以遮風擋

助。”
當時我的外表還是裝酷，可是

時，大營盤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我們正在陽光下認真地晨讀，朗朗

內心已熱淚盈眶，是的，我必須要

的讀書聲飄蕩在校園的每個角落，喚起早起的鳥兒好奇的觀望，嘰嘰

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再虛擲光

喳喳度似乎也在跟我們在一起晨讀呢。

陰，浪費青春。自此，我每天都在

我們是住在學校的，課餘時間，和同學們打球，下棋，多麼快

告訴自己：“我行，我能，我一定

活，最快樂的是莫過於和老師們一起春遊了，我們就像一群快樂的小

可以”經過這麼多的考驗與挫折，

鳥，自由的在森林裡飛翔著，在草地上奔跑著，無憂無慮。

我又重返校園了。

我愛這裡，我愛同學們，我愛老師，愛這裡一草一木，這裡就是

我的感想就是：“不想永遠被

我另外一個溫暖的家，當我遇到難題時，同學們熱情地幫助我，有煩

人踩在腳底下當牛使喚，就必須付

惱時，他們就把快樂給了我，這裡我們一起笑，一起哭，我對它有一

出最大的努力，來獲取最終的成

種不可磨滅的感情，不管以後在哪裡，在做什麼，我都不能忘了她，

就。”

因為這裡是我溫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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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裡的愛

我是數學代表
文／基皮約哈（大營盤學校8年級）

文／依來依坡（大營盤學校7年級）

我

的校園生活是豐富多彩的，

候，老師問我擅長哪方面，我說我

天

它給我帶來快樂;它使我有

喜歡數學，沒想到老師竟然讓我當

吹在臉上如刀割一樣痛。這裡天學

了自信心；它使我結識了許許多多

數學課代表，我當時的心情那是激

校裡冷得讓人無法提筆寫字。由於

的朋友。讓我渡過了我的小學生

動又緊張：激動的是這有點不可思

天氣因素，學校的生活起居也受到

活。

議，因為自從小學以來我就沒擔任

灰濛濛的，見不到一絲陽
光。窗外北風呼呼地刮著，

很大的限制。至今仍有同學沒有過

記得剛來報到的時候，我得知

過任何職務。老師怎麼會讓我來當

冬的衣服，坤華老師就會領著這些

我們學校只有一個班，就不覺得這

數學課代表。緊張的是：我萬一做

同學去選幾件過冬的衣服。我們就

是一個優秀的班集體，當然心情也

不好怎麼辦，萬一帶領不好同學怎

是在這樣的幸福下，慢慢成長著。

不是很好。來到老師這報導的時

麼辦，萬一提高不了同學的成績怎

每當暮色籠蓋了這裡，鈴聲響
起代表一天的學習即將結束，隨
後，同學們紛紛去食堂打熱水洗漱
就寢。這些熱水可是值周老師、戴
阿姨及陳燕姐姐她們辛辛苦苦燒
的，用這些充滿愛的水洗漱，我們
心裡總感覺溫暖無比，大營盤這個
美麗的地方無時無刻都充滿了濃郁
的愛！還有哪個學校會有對學生有
如此好的待遇啊！
大營盤學校坐落在偏遠的山區
上，地理位置不太好。大營盤學校
是我們走出大山的橋樑、是我們飛
到世界各地的翅膀。感謝那些幫助
過我們的人，感謝張阿姨為我們所
做的一切，謝謝你們為我們的夢想
搭了一座橋！

▲

羅桂平校長大力推進多媒體教學。 林國彰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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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辦。第一次早讀領讀的時候，我

好學習，帶領大家一起學數學。沒

記得我的聲音都是顫抖的。然後

想到，我們班數學成績每次都比前

老師把我叫到辦公室，給我說：

一次很的多。老師說這都是你的功

“老師給了你機會，你就要懂得珍

勞，希望你繼續加油。

心靈的陽光
文／羅國英（大營盤學校7年級）

惜。咱們班人才多得是，不缺你一

在我的校園生活裡，我們大家

個。你如果沒有信心，咱們可以換

和諧相處，互相幫助。當然也發生

時

人！”

了許許多多的矛盾，但是矛盾在什

年了……學校的日子的確讓我收穫

麼地方都會發生，就看我們怎麼去

不少，同時每一天我也過得很開

化解，怎麼去對待。

心！在眾多的叔叔阿姨及老師的關

聽到這些話以後，我想了很
久，於是我決定：有什麼不敢的，
大家都是同學。機不可失，失不再

我相信，在我的初中生活裡，

來。我知道老師說話狠了點，但也

我會有更大的進步，更大的提高，

是激勵我，讓我更具有自信心。既

也會學到更多的知識。加油！

然老師這麼信任我，我以後就要好

間過得真快呀！轉眼間，我
在大營盤學習的生活也快兩

心，令我感到家的溫馨……
在學校的日子是我最難忘的篇
章！它將成為我此生最美最美的回
憶！記得初到學校求學，周圍的環
境使我感到恐懼和陌生。但是看到
滿臉笑容的張阿姨，我幼小的心靈
享受著陽光般的溫暖。
漸漸地，那種陌生感便逃得無
影無蹤了。在大營盤學習一年多
了，我個人認為能在這?好的學校
讀書，是我的榮幸。學校的環境、
條件、教育都是優越的！在學校我
能找到家的感覺，不管遇到什麼困
難，甚至每次往返途中“暈車”的
折磨，我都絕不輕易放棄自己的學
業，對於我來說“暈車”比要我的
生命還可怕……

但是我很清楚自

己未來想要什麼生活，唯有讀書才
能有所成就。無論如何我都堅持！
堅持！
今天，我為大營盤學校而感到
驕傲！明天，大營盤學校將為我感
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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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馬四兄弟

【家族臉譜】

大營盤一家親

攝影／林國彰

王家三兄弟

▲冕寧縣的沙馬四兄弟：左自右為沙馬岳呷
級)，沙馬克呷(8年級)。

安家四姐弟

▲鹽源縣的王家三兄弟：左自右為王震(1年級)，王強(8年級)，王峰(6年級)。

王家三姐弟

▲冕寧縣的四姐弟：左自右為安呷呷呷莫               
子(3年級)，安華(3年級)。

依來姐弟

▲鹽源縣的王家三姐弟：左自右為王平(4年級)，王華(2年級)，王春(5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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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皮兄弟

(8年級)，沙馬姑朴子(1年級)，沙馬爾呷(5年

            (7年級)，依來由機木(8年級)。

▲大營盤村的基皮兄弟：左自右為基皮阿康(7年級)，基皮約哈(8年級)。

吉地三兄弟

▲布拖縣的吉地三兄弟：左自右為吉地科日(7年級)，吉地子日(7年級)，吉地史子(5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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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三兄妹

▲甘洛縣的三兄妹：左自右為阿木曲布(5年級)，阿衣約布(4年級)，阿呷爾布(3年級)。

羅家三姐弟

▲鹽源縣的羅家三姐弟：左自右為羅國清(4年級)，羅國英(7年級)，羅國忠(4年級)。

劉家四姐弟

44
▲鹽源縣的劉家四姐弟：左自右為劉代兵(5年級)，劉代平(4年級)，劉代珍(6年級)，劉代恩(3年級)。

【分享力量＿＿開平餐飲學校】

火力全開辦桌記

文／馬嶔（開平餐飲學校教師）

2

012年的4月18日，開平餐飲學
校共13名學生自願參與服務性

學習方案，成為第一批進入四川大
營盤的海外高中志願服務者。
26日回台灣後，我一直思考
著，如果問我在大營盤印象最深刻
的是什麼？也許在廚房中的挑戰與
忙碌的確讓人印象深刻，但是我最
珍惜的回憶，卻是與當地孩子們的
互動。
在大營盤中小學裡，每個孩子
都會用真誠的雙眼凝視著你，不管
是在樹下的談天、分享編織的花環
或是說著一本小書上的成語故事，
每個孩子都樂於親近，並且全副心

▲義大利麵在大營盤的首次出現。

神的與人互動；我來自充斥電子產

餐飲試作大挑戰

瑣的步驟，卻是每步都不能出錯，

品的都市裡，近年幾乎人手一台智

4月19日早上與大營盤的學生

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連雙眼對望

一起吃完青菜湯泡白飯，開平學生

麵粉是品質優良的神糧牌、奶

的機會都少了，何況是這麼專注的

立即進行小組會議，確認並清點

油是味道濃郁的人造奶油、烤箱是

對話與互動。而且這邊的創造力與

手邊器具與食材後，針對規劃好的

大營盤最新購買的機具、氣溫與溼

歡樂又是這麼無窮，白天陽光下的

中、西、烘焙料理進行材料的採買

度當然與台灣有更大的不同，每一

草皮上，小朋友會摘採各式不同的

以及試作，採買這件事也讓學生很

個微小的差異，都讓學生需要重新

花草柳條，編織成手環與花環，創

興奮，畢竟可以到越西縣城的市場

花時間計算配方與評估時間。麵包

造出最自然的繽紛與美麗；晚間沒

買東西，實際看到當地的食材並與

製作完成送進烤箱後，最大的挑戰

有電視的干擾，我常聽到小朋友清

當地人接觸，就像冒險的開展，他

才開始，洪聿駿發覺烤箱溫度顯示

亮動人的歌聲於山谷中迴盪。

們畢竟是一群生長在台北都會區的

與實際溫度竟然相差了10度以上，

孩子。

烤箱上火無法調低又不容易保持

這是一個很簡單、很純真也可

這是烘焙產品最科學的地方。

以開心生活的地方，或許，開平的

材料買回後學生洪聿駿、林文

衡溫，因此在麵包進烤箱後，需要

分享力量專案，在這邊也是體驗與

榮立即開始麵包試作。從秤配方、

有人在旁邊顧著，隨時注意麵包狀

成長的學習之旅吧！

等發酵、整型、進烤箱等，看似繁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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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烤出來的產品，約有八

學生的口味，另外就開始了網路上

成的成功率，其餘都因為不熟悉烤

的資金與物資募集活動，獲得開平

最後，開平學生們很厲害的在

箱的狀態，而有表皮過焦或是內裡

家長會、大安社大以及台灣網友的

下午17：00前完成所有的料理，並

不熟的狀況。試吃時，烤好的吐司

幫助，將這些台灣容易購買但是當

且讓大營盤學生實際用盤子與叉

及佛卡夏在當天獲得大營盤師生的

地學生沒有吃過的義大利麵運進山

匙，享用第一次的義大利麵。

肯定，濃郁的麵粉及奶油甜香，很

區，為了讓300個大營盤學生都有

晚餐結束後林高德告訴我「他

受小朋友喜愛。

機會品嘗，光是乾麵條就有36公

很受感動，因為竟然有小朋友捧著

其餘同學則籌備不同的餐點，

斤，其他還有許多不同的材料與器

義大利麵回去村子裡給阿公吃，晚

包括珍珠奶茶、炒米粉等也都在廚

材，總共近百公斤的物品，還好上

上再把盤子拿回來還，想不到小朋

房空檔時間，小規模的展開試作。

大營盤的麵包車司機經驗足，所有

友這麼孝順，一邊吃還會一邊想到

其中學生李重光與藍浩哲原本是烘

物品都順利載運上了山。

阿公。」我想，這就是製作料理的

認目標、隨機應變。

焙專業的學生，因為這次團隊中沒

至於義大利麵的配料與醬料，

有中餐專業，因而自願擔任起台灣

則是在開平學生吃完當地的美味土

炒米粉的製作主廚，在台灣特別拜

豆(馬鈴薯)後，立即改變了原本設

19日中上午，原本還在和學生

師學習也多次練習，但是碰到四川

定的西蘭花(花椰菜)義大利麵，更

們一起試作各種料理，並且和大營

的醬油調味包以及燒煤球的超大鐵

定為「蕃茄肉醬土豆義大利麵」並

盤的陳燕老師分享麵包的製作方

鍋，還是手忙腳亂了一陣，慢慢在

且搭配土豆濃湯一同享用。

式，就聽到張女士分享讓人又驚又

人最幸福的時刻吧！

越西九大碗vs台灣小吃

摸索中學會簡易的控溫方式，而且

設定好方向後實作則是考驗開

喜的消息-三天後縣委書記袁洪以

需要兩人通力合作下，才能確保大

平學生的開始，從早開始就與上千

及縣長、副縣長還有宣傳部的長官

鐵鍋不會因為攪動而翻覆；但是用

顆馬鈴薯奮戰，包含藍皓恩、吳柏

們都要到大營盤中學來，宴請師生

不習慣的醬油，則讓他們一直調配

霖、林高德、藍浩哲、林文榮等學

們四川著名的九大碗筵席菜，我們

比例，至少試作了三次才成功呈現

生瘋狂削皮，廚房地板瞬間被馬鈴

正巧在大營盤，就以台灣的料理來

台灣炒米粉獨特的香氣與色澤。

薯掩蓋，接下來還有切片、切塊、

進行交流晚宴。

獨創大營盤義大利麵

爆香、燉煮等各種複雜的工法，原

可以有機會在四川的學校辦場

今年3/28與張平宜女士在中華

本在台灣，這些學生可以仰賴食物

宴會，而且全部由這群高中生獨立

希望之翼服務協會碰面，細商大營

調理機或是其他器具，但在大營盤

完成內外場的設計規劃與執行，的

盤分享力量專案，我們規劃以中西

的廚房裡，一切都是雙手萬能，加

確是讓人興奮的事情。

烘不同的項度呈現餐飲多樣性，張

上一次要煮上百人的量，而且在製

在這件事情上更讓我見識到張

女士就回饋到，當地的孩子沒有吃

作的同時，烘焙小組在製作第二次

女士充滿熱忱與行動力的一面，

過義大利麵，當地縣城沒有這種東

的葡萄土司、廚房阿姨們也在準備

原本嚴肅的晚宴，變身為好玩的

西，如果從外地託運進去，則需要

全校師生的午餐，還要面對突如其

PARTY，而且要讓台灣料理以中菜

專門雇車載送，一碗義大利麵的成

來的停水或斷電，另有一批學生去

西吃的方式呈現，重現聽奧閉幕晚

本就是天價了！

準備西餐用餐禮儀教學，在人力擠

宴中的精緻與熱鬧。

聽到這些故事後，開平學生決

壓與外在環境限制的挑戰下，著實

當天中午用完餐後戴老師就立

定預備紅白兩種醬汁，以適應當地

讓開平學生學到最寶貴的經驗-確

即開車載我們下山採買，從裝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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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交流圓滿成功。(開平提供)

瓷盤、珍珠奶茶用的透明杯、桌卡

上的料理，還要一邊觀察四川師傅

要用的西卡紙、擺設用的桌巾與來

們製作從未見識過的九大碗料理。

當晚宴來臨時，看著開平的學

賓使用的口布，還有晚宴預計要料

當天廚房內的景況，可以用火

生穿著廚師服為現場來賓介紹他們

理的香料魚等，從縣城的市場、麵

力全開來形容，爐火從兩個增加為

設計這些台灣代表食物，並由穿著

包店、攤販、書店到大型超市等，

五個，三組人馬同時料理不同時段

餐服的學生為現場來賓服務，在插

走了許多地方才買齊。而桌布及口

要吃的食物，還有需要花時間熬製

滿鮮摘索瑪花的香氣圍繞中，交流

布更是請窗簾店的老闆立即量身訂

的甜品珍珠奶茶在一旁，開平的學

與飲食饗宴同時開展。

作了一整套，趕在晚宴當日做好。

生又自我要求必須在晚餐時端上熱

這是一個給學生無窮挑戰與學

雖然經過之前的準備與規劃，

騰騰的飲食，包含台式炒米粉、三

習的機會，很開心我們到了大營

但在當天早上做料理的前置備料

杯雞、香料蒸魚、開平馬鈴薯餅、

盤，並且有機會看到這群高中生統

時，再次碰到我們最害怕的停電後

排骨玉米蔬菜湯、還有全部手工自

整與應用自己的專業能力，不畏懼

又停水，而且送來的食材又是活

製的大蒜麵包等。因此，不只是要

壓力與挫折，完成了他們畢業前的

的(活雞和活魚，豬則是半隻完整

把菜做完，還需要在空間被分割的

小小成果展。在晚宴後，學生開心

的)，在台灣開平學生沒有處理活

廚房中，與時間競賽並且烹調出美

的訪問來賓用餐感想，得到陳副縣

雞的經驗，還好有大營盤初一的學

味。

長肯定的回饋，也和所有來賓合影

在準備的盛宴！

生，動手處理，六隻草魚則是由李

廚房外邊則是由負責外場的學

留念，這群高中生因挑戰而更加成

重光獨自挑戰完成。至於那半隻

生和大營盤的孩子們，共同擺設與

熟並且發揮自己的亮點。當然，張

豬，學生很佩服的看著四川老師傅

布置場地，連來賓用的口布都是大

阿姨鼓勵大家而請他們吃大餐這件

俐落的烤火除毛、分割、切料備

營盤的學生一同摺疊完成，在準備

事，更是讓這群高中生樂翻天，這

用，開平的孩子一邊在廚房做著晚

的過程中，這是一場以歡樂與祝福

個話題持續到回台灣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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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的饗宴

這

文／潘冠丞（開平餐飲學校學生）

一次的四川之旅給了我許多
寶貴的收穫以及經驗，從上

飛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未來十天
將面對的是我全然陌生的生活，讓
我既興奮又期待，抱著學習和成長
的態度去看待這一切。在飛機上，
我看著窗外平靜的雲海讓我進入深
層的思考，思考這幾天我們除了能
帶給小朋友們規矩及美食之外還
能帶給他們甚麼?老實說到了下飛
機，我都還沒想到答案，只能依賴
時間讓他替我解答。
我們這一趟主要的目的是教會

▲兩岸廚藝大PK。

四川大營盤的學生們禮儀以及和他

同學少了一些功夫，讓我不能不配

料，在這裡還有些食材是我們前所

們分享中西美食等等，我們在學校

服馬欽老師。

未聞的，因為他們時常停水，所以

已經有將這些內容分類及分工，但

早上當記錄我是負責拍照的，

就連廚房用的水也都是乘著有水的

是到了當地有些變化，俗話說得

我拍了許多照片，有學長做麵包的

時候裝進大大 小小的盆子裡 備著

好：「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在

過程以及成品，西餐的義大利麵紅

用，這是我們 需要克服的問 題之

四川的這五天這句話讓我有很深的

醬試做，烘焙組還要教會廚房的阿

一，因為我們還要慢慢去習慣要用

體悟，所以每天早上及晚上都需要

姨如何製做吐司，我們把配方及方

最少的水卻要發揮最大的功效，才

進行開會讓彼此更能清楚知道自己

法留下來，就算沒有我們，廚房的

可以做到真正的替他們節省，所以

負責的內容，剛開始我有點接不上

阿姨還是可以製做吐司給當地的小

我們洗菜或著是備料的時候都是用

軌，因為很多事情都沒甚麼經驗，

朋友們吃，良好的互動也成了我的

漏瓢在堯水的。

像是學長姐們要做的中餐、西餐、

記錄拍照重點，我還發現了這理美

馬鈴薯狂想曲

烘焙我都還沒學到有點陌生，所以

好的總總，抓麵包發酵的空閒時間

在這裡有一種食材他們天天、

我和另一位同為一年級的同學一起

趕緊拿相機記錄這裡的一切，我發

餐餐都要食用，這種食材就是台灣

擔任記錄的責任，在這方面至少還

現這理不只是山明水秀、風景漂亮

俗稱的馬鈴薯，他們則是稱為「土

行，經過馬嶔老師一番指點後，讓

而已，連這裡的人都好熱情、好親

豆」，「土豆」是當地盛產的農作

我更能抓到角度以及重點，大大減

切，每個人都帶著微笑面對我們。

物，又是餐餐都要食用的必備品，

少了我的拍照數量，也讓做筆記的

我一有空也幫了中、西餐備

所以當我們第一天在觀看他們的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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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是大營盤的主食。

藏室時就發現「土豆」已經佔了儲

的辦法。

大人們都是同一個表情，以我的認

藏室的一半之多，為了要融入當地

剛開始和當地人進行互動、生

知來看那叫做快樂，我感到高興及

所以中餐決定用「土豆」來製作拔

活時讓我發現他們和我想像中的有

不捨，離開時的不捨讓我覺得一切

絲馬鈴薯，西餐則是要將其做成馬

些落差，我本來以為他們會很怕

都是緣份，俗話說的好：「有緣千

鈴薯冷湯，讓當地小孩吃吃看他們

生，沒想到卻熱情如火，路過的噓

里來相會」這一趟不知道走了多少

天天吃的「土豆」原來還可以有其

寒問暖常常讓我滿心溫暖，身上的

里了，還真是慢慢能了解古人的智

他的變化及吃法，我們當天削了一

寒冷瞬間就少去了一半，所以我就

慧呀!在這裡我學會的不只是怎麼

大袋的馬鈴薯，我也切了一部分，

抱以相同的微笑回應於他們，我也

去燒得一道好菜，還有如何思考來

雖然手有點酸，但我就把它當成練

和當地的老師及學生進行球類運

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我

刀工在切了，後來中餐出了一點問

動，讓我發現其實他們都相當的平

明白自己的生活環境已經是多麼的

題，那就是火爐的火無法控制以及

易近人。當我離開這裡時，看著窗

美好，卻從來像是理所當然一樣不

當地的糖不好使用，種種原因之下

外的一花一草一木，讓我回想起我

去注意，或許哪天真得甚麼都沒

所以無法將糖溶於水中，嘗試了許

在飛機上的思考，在這五天中我除

了，才發現自己有多愚蠢，那我想

久的學長們只好宣告放棄，我覺得

了帶給他們用餐禮儀及美食之外，

一切也都太晚了，知福就要懂得惜

這整個過程大家都在成長，當然也

我還帶給了他們甚麼?翻開手機看

福，我現在終於懂了，我也會努力

包括我自己，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見了晚會當天的照片以及這幾天的

改變自己，讓自己不再像以往一樣

在逆境中就必須想出一套逆境生存

總總，我看見照片裡的小朋友或著

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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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大營盤

文／羅進華（開平餐飲學校學生）

四川，是中學課本裡的省名；麻風病，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傳染病，開平餐飲學校三年級的專題製作
課程中的『到□□分享愛』有泰北和四川，我的兒子偏偏選了【四川愛分享暨餐飲交流】。大營盤
在四川的那裡？麻風由樂生的例子我知道傳染率非常小，但是進華會不會看到病人時露出害怕的表
情？去四川一切要組員自己討論、安排、聯絡，互相合作、學習，我家進華是不是能完成對他來說
艱鉅的課程？他能在他的限制下分享什麼給大營盤的孩子？

『

來自索瑪花村的笑聲，澆下

再痛了。

～李雅蘭(進華媽媽)
學習精神中，再次地體會出涼山孩

台灣熱情的擁抱』這句話串

進到了麻風村，讓我深刻地體

子們的與眾不同，當晚他們學以致

起了我與大營盤這塊土地之緣份，

會到孩子們的需求與存在感，有點

用，用我們所告訴他們的方法享用

起初，我選擇『分享力量』專案是

懂得張阿姨為什麼無私的奉獻在這

我們精心準備的濃湯、義大利麵及

因為我本身是個自閉症的患者，從

深山中，真的讓我感到動容。烘焙

麵包，讓我們除了感動之外還是感

小就是被分享力量的一份子，這次

組的夥伴第二天就開始迅速地做麵

動。

我想分享我的一點力量，來給他們

包。在有限的環境下大夥一起製作

到了週末讓我震驚的是涼山大

長出一些力量，讓他們有面對未來

在大營盤從未有過的美味吐司及佛

營盤的朋友們，周末一天只用兩

的勇氣，應該當時大營盤的孩子

卡夏麵包，光是香味，小朋友就期

餐，使我更加珍惜這塊土地、這塊

們，就被澆下十四位師生熱情的擁

待的異常興奮，小朋友及老師們都

大涼山的瑰寶『大營盤小學』，到

抱吧！

吃得津津有味，並說還想再來一

了晚上，同樂會開始了，由「姿

第一天我的心情特別複雜，幾

份，尤其是吐司，小朋友都拿光

姍、承宇」還有我率領的『小鹿

乎是熬夜，三點多時就到達學校準

了，讓我們感到很欣慰，更是不

隊』是團隊中的寶石，在團康活動

備啟程。到涼山，得途經香港、成

忍，在台北到處都可買到的白吐

時我們想到了一個活動『合唱』，

都、西昌，到西昌的時候已是傍晚

司，大營盤的孩子卻從未看過，小

有一首歌曲『大營盤之花』使我當

五時三十分左右了。行囊上車後，

朋友的開心就是我們的幸福。

場淚流滿面，因為從未聽過一首這

五時五十分啟程前往『越西大營盤

當初想我能為孩子做些什麼

麼感人肺腑、這麼動人的一首歌，

九年一貫制學校』，這趟車程是我

呢？就想到了如何讓小朋友吃飯的

從小朋友唱出來這麼稚嫩、飽滿吶

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車程，一路上

時候吃得更優雅且更了解所謂『外

喊著他們塵封多年的情懷與生命的

顛顛簸簸，屁股上上下下，內臟快

面的世界』，就想了中西的餐具認

歷練，更讓我想留在大營盤，更讓

從口中跌出來，差不多九點多快十

識、用餐禮儀及口布用法與摺疊，

我想再次萬里長征來大營盤，分享

點才到達學校，整理一下行李後，

而我負責的部分是最好玩的口布摺

更多的經驗與更多的一些能力，讓

吃到了張阿姨與校方準備的炒飯，

疊與用法，最讓我驚訝的是，讓小

大營盤的愛一直不斷的流動下去。

那麼晚了他們仍然等我們，讓我吃

朋友印象深刻的，竟然是比「法國

當最後一天得到了一個臨時性

到時好感動唷！最舒服的是屁股不

折」還困難的「玫瑰」，從他們的

的任務『與越西的長官們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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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司出爐了！。

▲背竹簍上市集採買很新鮮。

之晚宴，當天，有些負責採買、有

嘆不如！回到台灣後躺在自己的床

安、順順利利，讓我們的旅程大開

的負責廚房、有的就負責規畫場地

上回憶著這段美好的時光，讓我更

了眼界；同學們，感恩你們這段時

及服務，大家都盡心盡力的去完成

加地珍惜著自己的生活更加珍惜著

間的容忍與包含。

這次的晚宴，待到長官們用完餐，

自己身旁的事物，希望不管在哪

給小朋友的一些話

很滿意我們所製備的餐點及服務，

「愛」是永遠在您的身邊『愛 沒

小朋友們，還記得我嗎？我是

只能說同學們辛苦了，在大營盤的

有懼怕；愛 可以洗去烙印』，每

台灣的小羅哥哥呀，你們還好嗎？

任務也算完美的落幕。

一朵索瑪花，我相信，你一定會綻

有沒有天天開心著過日子呀？希望

放的比玫瑰還艷麗、還要漂亮，大

你們都可以長出自己的力量，一起

眼界，還記得當初是多麼辛苦、多

營盤，我一定會再回來的。

鼓起勇氣向外面的世界大聲地說：

麼艱困的環境下，麻風的朋友們是

感恩的心

我們是來自大涼山的姑娘或是哥兒

走進大營盤真的是讓我大開了

怎麼活下來的？在最後一天的晚

這趟旅程要讓我感恩的人太多

上，又是一個輾轉難眠的夜晚，尤

了，先讓我感恩我的母親，感恩您

索瑪花的香味好像仍迴盪在我

其捨不得這裡的一切事務。然後就

把我生下來，讓我的世界那麼的美

的身邊；天籟般的歌聲好像還在耳

去找陳燕姐姐談心，回想到在台灣

好，媽，我愛您。還有張阿姨，感

邊；孩子們的笑容好像還在眼前，

物產豐榮的地方，不愁吃、不愁穿

恩您這段時間的陪伴及照顧；馬嶔

大營盤的朋友們，保重，期待再次

的生活還是孩子們的夢想，不禁自

老師感恩您讓我們的旅程平平安

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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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我們一起加油好嗎？

帶著希望拜訪索瑪花

2

文／吳柏霖（開平餐飲學校學生）

012年2月，我在桃園機場歷經

旅行成行。我們也在網路上對外募

發的狀況發生，不過晚宴就在這樣

了一年的實習回到學校。

集物資，意外的獲得廣大迴響，於

充滿挑戰的環境下完成了。官員們

實習，簡單來說就是不用讀

是我們就這樣帶著近一百公斤的食

用完餐後不吝給我們贊美，很滿意

書，用工作表現來算學分。我的專

材、器具，千里長征。

我們所準備的餐點及服務。只能說

長是外場服務，我喜歡在第一線服

年輕就該勇於嘗試

我們成功了!

務客人，傾聽他們的需求。機場有

按照原訂的計畫，我們會在大

在大營盤這幾天真的讓我成長

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的旅客，為了

營盤四個整天，進行餐飲教學與文

了不少，我在這度過今生第一次沒

工作、旅遊、看病或是追星，他們

化交流，然而我們接到了一個臨時

網路電視、時常沒熱水甚至缺水的

說著不同的語言，帶著不同的文化

性的任務，在最後一天有一場晚

日子。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經驗，

及習慣來到台灣。

宴，對象是越西的官員們，當天也

來到這裡很值得。為什麼呢?

我不是一個外向的人，在這樣

會有當地的廚師製作道地的「九大

生活在都市裡，快速的步調，

的環境中對我來說非常具有挑戰。

碗」，我們則是製作台式的三杯

成天使用著3C產品，人與人的關係

了解所有旅客需求並給予貼心的服

雞、炒米粉、珍珠奶茶以及我們自

早就漠不關心，但在大營盤我看到

務，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他們的

己研發的馬鈴薯餅。沒有辦宴會經

小朋友的天真、廚房阿姨對新事物

一句謝謝或是一個笑容，感動，再

驗的我們，在短短的4天要規劃並

充滿的好奇、每天美麗的日出、新

辛苦都值得。

執行，這真的是很大的挑戰。

鮮的空氣，人的生活就該如此簡單

為了延續這份感動，我決定加

從食材採買開始說吧，越西的

入【四川愛分享暨餐飲交流】的團

食材比想像中來的豐富，但很季節

我今年十七歲，高三生，和一

隊，希望能將我三年所學分享給更

性，一共去了三次的市場才買齊所

般的高中生一樣，即將成年升大

多的人。合作，是這次專案我遇到

需的食材。牛奶是保久乳、奶油是

學。我沒有甚麼特別，但我充滿熱

最大的困難，我們必須在一個月的

乳瑪琳…等，平時未使用過的。一

情。年輕就該勇於嘗試，這四天中

時間內把企畫書、書審、簡報、簽

大早我們便開始備料，削馬鈴薯、

我曾試著用竹子製作打蛋器，希望

呈…等工作完成，說真的當時我真

殺雞樣樣來，我的分工是負責製作

能製作蛋白霜堆疊成生日蛋糕，雖

的好想放棄。

餐包，目標是趕在宴會開始前烤出

然最後失敗了。

無汙染，充滿熱情。

「不要畏懼明天! 」勇氣說。

一百個餐包，中午過去了，第一批

「這是強者之道! 」挑戰說。「來

的麵團進入烤箱，不料烤箱溫度無

擊倒我吧! 」命運說。然後，希望

法控制，麵包酸掉了，只好重新來

「有夢最美，不論過了幾年，

告訴我們，將來是握在手裡的。漸

過，最後是改變了麵包製作的方法

到了哪裡，別忘了自己最初的夢

漸的我看見整個團隊開始合作，義

才使餐包能準時出爐。

想。」我對自己說。

賣募款，大家盡全力的要讓這次的

那天臨時停水又停電，好多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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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瑪花香味撲鼻，孩子們的歌
聲有如天籟在耳邊繚繞。

【分享力量＿＿慈濟大學】

揚起希望的風帆

航

文／謝祥禹（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

行在海上的漁船，出海一定
有他的目標，因為它知道哪

裡會有魚群的經過，它知道航行到
哪裡就該返航，但是上了大學的我
就像是一艘迷路的船隻一樣，沒有
任何的目標，我開始害怕因為航道
開始偏離了，我在等那遠處的燈塔
照亮我，但是在這之前，我必須先
尋找到一些失落的地圖。
一日無意的網路瀏覽，意外看
到海外自主志工在招募新血，其實
那時候的我，似乎還沒有發現那道
光是一座燈塔，過了一兩天，我在
雜誌上看到歐洲某國家會鼓勵他們
高中畢業的同學，到世界各地看

▲祥禹為孩子上課。

林國彰攝影

看，我想這比看新聞掌握世界脈動
還要更有參與感，心中更是多了很

備，我想就像是魔鬼訓練一樣，很

學的每一步，而這種高壓，一但上

多激動，因為現在我這年紀不就是

多的第一次，每次都是挑戰，每次

了大學就會開始消失，慢慢的會開

培養國際觀的最好時機，更何況學

的會議對我們來說就像是鍛鍊我們

始習慣自由與放任，懶懶散散，

校與政府也有這樣的計畫，在天時

的一場戰鬥，時間的掌握，開會是

隨隨便便，得過且過，其實這在大

地利人和的情況，我就去報名了，

否能切中主題，因為冗長的會議，

學生活中很常看見，當然在還沒參

隔天晚上，我收到了我的錄取通

說穿了其實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加志工團前，我想我也是隨波逐流

知，心中其實還有點複雜，因為我

因為大家幾乎都是從百忙之中參與

的一份子，但是在團隊中，這點是

不確定這樣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我的

這項任務，無不就是能讓自己能在

不允許發生的，因為只要你一但鬆

課業，但是我後面想想，為何前面

這樣短短時間內，大大的成長，每

懈下來，就會影響到團隊的所有進

的學長姐能好好地兼顧課業，也能

次的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在調整，

度，這樣的壓力，我想這真的讓我

兼顧社團，這讓我又更想跳戰我自

為的就是能讓大家更有效率。

成長很多。

己的底線，所以我就一頭栽進這志
工團中。
言簡意賅，在這段出國前的準

自主，我想是我們團隊的一個

向心力，一個團隊中，很重要

核心價值，在我高中的時候，學校

的因素之一，因為你對團隊沒有歸

幾乎是用高壓的方式為我們安排升

屬感，你如何為去用心經營，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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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骰子。

(林國彰攝)

▲同學們要大聲唱喔!

(林國彰攝)

也是我們在這短期的時間內要去完

樣，真是大開眼界，而在大陸待了

又害怕失敗而不敢嘗試，自這次的

成的一項挑戰，因為慈濟大學系所

兩個禮拜，其實我看到了強大的城

營隊中，其實可以檢視自己的實際

這麼多，大家都不認識，不一樣的

鄉差距，還有了解大陸的資源相較

狀況，包括應變能力，臨場反應，

生活圈，不一樣的個性，要如何快

於台灣來說，集中且不均等的，但

臨危受命的數值，雖然有些尚待加

速的磨合，挑戰可以說是相當高，

是越不均等的情況下，唯一能做的

強，有些地方讓我出乎意料的驚

當然剛開始我們的確很生疏，但是

就是讀書，因為唯有讀書他們認為

訝，原來自己也行的，有點像是自

等大家出團回來後，發現大家身處

才有擺脫貧窮的可能，這點從成都

我能力的大體檢。

在異鄉，很自然的大家就會更靠近

市區的補習班就可以看的出來，他

過程像上實習課

一點，因為那是我們最熟悉，也最

們的補習班很大，就像是一間小學

孩子相處的過程對我來說就像

有家鄉味的隊友啊。

一樣，而且牆上貼滿著不外乎是能

是課程實習一樣，因為我是學人類

以上我所說的三個元素就像是

擠進一流大學的勵志標語，而且補

發展的，我知道在各年齡層的孩子

我拼湊出來的一張航海圖，因為這

習班外還有長長排隊為自己兒女急

發展的狀況，而且他們很多行為模

些元素將引領我走向遠處的燈塔，

著報名的家長們，這讓我覺得生在

式、思想行為，而我帶的營隊充滿

但是當我上岸的時候，我發現這就

台灣真好啊，因為我有著很多而且

著各年齡層的孩子，每每在與自己

像是一片未知的大陸，因為我不知

滿公平的資源。

學習的印證上會讓我對自己所學習

在大營盤國小這段期間，我想

的東西更有興趣，這種印證的感覺

麼事情，我必須繼續向前邁進。

算是我朝向未知大陸第二站，兩個

很特別，而且這也是更加深我對自

定向遠航挑戰未知

禮拜的探索，雖然跌跌撞撞，但是

己本科系的興趣的探索，我想這點

踏上中國這片未知的大陸，的

卻是收穫滿滿，因為營隊期間，與

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一件事情。

確讓我充滿好奇，因為每一樣事

孩子的相處，或者帶著孩子上課，

在這趟旅程當中，其實我充滿

物，對我們來說，很熟悉卻又很陌

不只是他們學習，我發現自我價值

的感激與感動，因為這一路上，夥

生，因為這片土地就像是放大版的

的提升，真的可以感覺的到，因為

伴的幫忙與協助真的是很重要的，

台灣，我那時大腦不停接受著很多

你會感覺到孩子們是需要你的，而

而另一方面我很感動的是，我找到

新的刺激與衝擊，包括山上的大營

我成功上完的每一堂銜接化學課

了屬於自己的航道，而這一路上我

盤，因為在這的環境其實真的讓我

程，真真實實挑戰了身為社會組的

碰到的所有人，對我來說，都是我

很沒有國外的感覺，彷彿就像做了

我，但是我覺得這是為自己不足找

的幫助者，雖然我是去服務的，但

時光機回到民國二三十年代台灣的

的藉口，因為這很基礎，我回頭想

是真正的來說我其實是一個被幫助

農村社會，但是我有必須承認這裡

想自己常會為自己找很多藉口，而

的人啊。

真的不是我的住的台灣，這種矛盾

去放棄每一次機會和可能，因為自

的情結有點像是南北韓的情況一

己很多事情，從來沒有努力過，但

道我走的每一步路，到底會碰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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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力量＿＿慈濟大學】

我有一個志工夢

加

文／邱齡萱（慈濟大學護理學系）

入國際志工團隊我經歷了許

當我慢慢找回自己後，我開始

兩個禮拜的相處時間好長，但也好

多人生的第一次。從一開始

努力，開始慢慢步上軌道，從到學

短，短到我每一天都覺得不捨，不

的活動設計、活動企劃，到上台教

校的籌備、訓練，再到靜思堂的集

想要那麼快分離，因為我知道也許

課……起初，我對這個團隊是陌生

訓，每個與團隊在一起的時刻，我

分離後，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面的機

的，那時的我仍是懵懂無知的，我

總是不斷在思考，這樣的我能帶給

會了。

不知道我將要去那當志工，也不知

當地小孩什麼東西?這樣的我帶給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也許也

道所有事情都必須是自主的。有很

團隊什麼東西?其實，一直到了當

是最後一次了，我們來自不同的地

長一段時間，在這個團隊哩，我不

地，我仍找不到答案。

方，生活在不同的時空、接受不同

知道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的專

在期待中建立自我

的教育，也說著不同的語言，但我

到了當地，我開始不知所措，

們卻不因此而有距離，在這兩個禮

但是當我站上台上，看著每一位小

拜，我能感受到他們把我當成他們

於是，我去翻找、搜索大營盤

朋友純真的眼眸，還有那天真的笑

的家人，而同時，在這兩個禮拜，

的資料，也看了紀錄片，用盡了許

容，我的心情不再那麼不安了，我

我也將他們視為自己的弟弟妹妹，

多辦法，了解當地，試著讓自己的

放開自己、我用盡全力，將自己所

但是，總會離別，不過離別不會將

心更貼近他們，那時我才發現，不

能帶給他們的通通都拿出來。每一

彼此的情感與緣分阻隔的。

是我的心失去了熱情，而是我不夠

天我都期待清晨那一刻，因為在這

這次的志工活動真的要很謝謝

努力，因為我總是在等待，等待團

全新的一天，我又能看見他們那純

小朋友們，也很謝謝團員們，在這

員們給我答案，我也總是期望團員

真的笑容；每一天我都期待晨操，

過程中，每一位都給我許多的鼓勵

們等待我，雖然我們是一個團隊，

看著他們各各從睡眼惺忪到充滿活

與進步的動力，我們從不熟識到爭

雖然我們應該要互相幫忙，但是如

力，是一件令人感到成就感和開心

吵，再到互持的革命情感，雖然曾

果我總是不夠積極，那團員們也會

的事；每一天我都期待晨掃，因為

經想放棄，但現在我卻覺得一切都

變得越來越懈怠，一個團隊裡只要

打掃時間就是我們的談心時間；每

值得，也不感到後悔，因為經過了

有一個人開始懈怠，其他人也會跟

一天我都期待上課，因為可以看見

這次活動，我成長了不少，短短一

著變得越來越懈怠，而相對的，團

他們認真學習的模樣；每一天我都

年，在一個團隊裡，我學習到不

隊裡只要有一個人仍是充滿熱情

期待中餐，因為可以邊跟他們吃飯

少，也在瞬間成長了，現在的我不

的，那麼這個團隊就是充滿熱情

邊聊天，但是，每一天我都祈禱晚

再那麼怯懦，不再那麼害怕上台，

的，因為這份熱情一定能感染大

上不要來臨，因為晚上的來臨代表

現在的我敢表達自己想法，也更懂

家，也一定能帶大家找回最初，我

一天的結束，也代表我離開大營盤

得珍惜與感恩，我覺得自己好幸

希望自己是那位能讓大家感受到我

的時間將到了，每一天我都很珍

福。

對團隊熱情的人。

惜，珍惜與攤們相處的短短時間，

長特點，甚至想退出團隊。

尋找大營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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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愛打籃球。

林國彰攝影

【分享力量＿＿慈濟大學】

重”心”再出發

回

文／陳怡靜（慈濟大學醫學資訊學系）

到台灣近一個月了， 好奇

我拿不定主意，每當想起那兒的孩

還是哪裡做錯了?儘管學生前來解

著玉米是否已經熟成一片?

子心中就會熱起來，若干甜美的回

釋是因為對自己成績不滿意才撕

濃濃的炭香是否還在校園裡漫延?

憶還是讓我的嘴角上揚。孩子們，

的。只是我的心情仍久久無法平

男孩們是否一樣在籃球場上鬥牛到

我怎麼會忘了你們呢?我很清楚的

復。

天黑？女孩們是否一樣坐在草皮上

知道，我要再去一次大營盤。

編織著花草?學生們有沒有坐在食

帶著責任 重返大營盤

習，也跟北京師範大學以及西南石

堂努力練唱著五月天的垃圾車呢?

又踏上了往大營盤的路上，一

油大學的同學合作，藉著這個難得

去年，我在這兒，學會平等的

路上車子搖搖晃晃走過坑坑洞洞的

的機會，三校舉行了一場「海峽兩

愛。當時我只覺得只是個過客，帶

泥路，熟悉的景物映入眼簾，到了

岸學子親」交流活動，進行地區文

了短短兩個禮拜的營隊後，回到台

大營盤村時，真不相信我又來了。

化、校園文化等課題的交流，體驗

灣。回來後我常問自己這真的是他

此次的心情是大不同於之前的，這

到兩岸學生不同的價值觀及人生

們想要的嗎?我可以帶來給他們永

次多了份責任感，再來一次對自己

觀。

久的是什麼?我發現我只是一位平

的要求也更多了，我不想只是一位

離別前一天晚上給每個人寫許

凡的大學生，沒辦法改變當地原有

教學生知識的志工，我更要去陪伴

多祝福的話，鼓勵他們追逐夢想，

的環境，可是我能帶給小朋友知識

著他們，成為無所不談的好朋友。

雖然那天寫得很累，接下來第二天

的衝擊與刺激。小朋友喜歡學習英

志工營期間，孩子們常找我一

看到他們每個人拿著我們送的祝

文，我就利用課後的時間多教他們

起唱歌，一起談天，和這些孩子相

福，想到接下來的別離，聽孩子們

一些英文單字，真的想使出渾身解

處的每一天，都很快樂，我們每次

口中唱著營歌，我哽咽地說不出話

數讓他們學習到自己有的東西。

見面，都一定給彼此一個溫暖的微

來……。要離開的那一天，看到夥

去年營隊中，我印象深刻的是

笑。上課時，他們專注的看著我，

伴和孩子勾著手走在早晨的陽光

一位小朋友—王華，從異地來念書

踴躍的分享，有時熱情到有些招架

中，那畫面好美，我眼眶又濕潤

的他，有一邊耳朵裡潰爛，但是家

不住。下課時，有些孩子們問我有

了；我們搭車離開學校時，孩子們

中的經濟不允許到大醫院就醫，所

關升學和未來夢想的事，我多麼希

目送我們離去，最後一次看著他們

以只能在小村落，勉強拿個外敷的

望能一直陪他們走這段辛苦的路。

的臉，我的雙眼又發熱了……。這

藥，減緩不適。也因此他只有一耳

營隊邁入尾聲的某天，發生了

些淚水，是感傷，感傷我們的分

可以聽到世界的喧囂，可是他仍不

一些突發狀況，學生將比賽時我們

別；是感動，感動我們這幾天所擁

放棄學習，不因此而氣餒，當他聽

頒發的獎狀撕掉，看著一片片的獎

有的美麗時光；也是牽掛，因為我

不清楚團員所教的東西時，他會課

狀，心情五味雜陳，難過地說不出

們真的用心去愛，所以會有牽掛。

後留下來，抓著大哥哥大姊姊們不

話來，不斷的問自己，我們是不是

淚水苦苦鹹鹹的，卻是那麼的溫

斷的學習。是否再去一次，遲遲讓

做的很差，所以小朋友不喜歡呢?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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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營隊不只跟孩子相互學

讓高牆倒下

文／劉曜彰（慈濟大學醫學系）

跟精神，格外令人感動，儘管受限
環境，仍奮力地去創造新的可能
性。

樂活營盤
還記得邂逅的第一天，大家就
圍坐在草地上，玩著簡單的團康遊
戲，聊聊現在、談談未來。這裡的
生活簡樸愜意但平凡中又帶著驚奇
與創意。當小朋友領著我在校園裡
四處參觀時，說是參觀，其實更像
是一場冒險。學校的邊坡，就像是
實境化的開心農場，再往上爬，上
邊的平台則能一覽大營盤的面貌，
那視野之遼闊，也是來自台灣的我
(林國彰攝)

不曾見過的。這裡，沒有都市常見

寒風飄飄落葉，大營盤是朵

就是因為這樣的缺乏，讓這項資源

的塑膠玩具，取而代之的，則是信

美麗的花…」熟悉的旋律彷

更顯得彌足珍貴，也讓這裡的學生

手拈來的植物。小朋友們如同變魔

彿又回盪在耳際，這大營盤之花，

們更懂得去珍惜和感恩。課堂間，

術般的，把隨手摘來的葉子像射箭

歌詞裡的一字一句都有孩子們對

注目著你一雙雙熱切的眼神，就是

般的發射出去，讓我驚呼連連；抑

家、對學校最真摯的情感。大營盤

他們對於知識的渴望；而課堂後，

或是，撿起地上的樹枝，巧手一變

的學生，許多是來自外縣市的麻風

整其劃一的：「起立，敬禮，謝謝

加上橡皮筋，便成了殺傷力十足的

村。離鄉千百里，往往回家一趟就

老師。」、九十度的鞠躬、鏗鏘的

木槍。在讚嘆之餘，也不禁佩服小

是一兩天，然而，這遙遠的距離並

音量，便是他們對於學習的尊重，

朋友們對於自然觀察的敏銳，有

不構成障礙，他們積極地努力，來

這樣的回饋，對我們這些非專業講

時，他們甚至就像預報員一般，能

這尋求一個公平的機會，試圖擺脫

師來說，可說是頂級的待遇。常

準確地預測出天氣的變化。或許，

歷史和環境的束縛，開創一個屬於

常，看著他們認真地抄著筆記，心

他們缺少了許多的現代科技，但卻

自己的未來。

中有感動卻又有那麼點不捨，不捨

也更凸顯出了，在簡單中，本質裡

在這些長期被疾病烙印的麻風

的是這些孩子小小年紀，就必須離

最原始而純粹的直覺。

村，由於政府的漠視和民眾的刻板

開家鄉到異地求學，那心裡上的壓

家訪的過程中，我們更加貼

印象，學習，顯得奢侈又遙遠，但

力可想而知，但也就是這般的毅力

近到孩子們的實際生活。對我們

▲曜彰帶領孩子作早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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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市孩子來說，每日三餐溫飽

鬼魅般如影隨形，也是孩子們最不

見識廣闊。然而，在與他們相處的

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他們而

願提及的，畢竟，就是這樣的疾

過程中，也不乏看見他們精明幹練

言，則可能是奔波一生在努力的目

病，讓他們幾代來得過著離群索居

形象下，平易近人的特質和那份大

標。於是，父母長期外出打工，孩

的日子，沒有身分，又必須面對一

學生的熱情與衝勁。這次的交流讓

子則為了分擔家計，下田農活。這

般人歧視的眼光。這些種種讓孩子

我見識到了大陸年輕人的活力，也

樣的生活不是特例，而是多數的常

們更顯得自卑、沒自信，而這也讓

認識了不少新朋友，相信，未來在

態。無奈現實的壓力，讓多數的家

我們在營隊期間吃了不少苦頭。北

這全球化的舞台上，大家一定還有

庭不得不低頭妥協。曾有過同學，

師大心理專業的同學們，也評估出

再見的機會，而到時，可能是合作

表明自己很可能只念完這一學期便

孩子們具強烈的防禦機轉，抗拒地

的夥伴，但也可能是彼此的競爭對

回家幹活了，他是名用功又有成績

去碰觸內在深處的世界。而如何突

手。

的初一生，我試著鼓勵他繼續唸下

破那座高牆，是種挑戰，也是種學

「十三天的營期說長不長，說

去，但他卻回答：「哥哥，對我們

習。卸下一個人的防禦，需要一層

短不短，但這些回憶，卻已足夠我

來說，讀書這檔事顯得遠了點，我

層的抽絲剝繭，透過友誼的建立，

回憶一輩子了…」想起在結營典禮

覺得我現在學的已經差不多了，是

才能更加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而

上給孩子們的致詞，當時的激動和

該回家幫忙幹活了。」不了解他們

自信心的建立，更是需一步步地，

泛紅的眼眶，現在仍是記憶猶新，

背景前，我可能是一派天真地告訴

經過鼓勵和獎勵來達到成效。每當

而孩子們依依不捨的告別聲，一陣

他念書的好處以及未來性，但當我

孩子們站在台上，努力地學習表達

陣仍徘徊在腦海中。兩周的時光，

實際走訪過當地，卻是一番猶豫，

自我，儘管不時的緊張結巴、眼神

眨眼間便過去了，回首這一路來的

我開始懷疑，究竟他們需要的是什

飄移，但看著他們勇敢地踏出第一

過程，是滿滿的收穫和說不完的感

麼，基本的文化知識？還是近乎浪

步，沒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動了。

謝。在這志願服務的過程中，最開

漫地升學，出人頭地？這是在這次

與大陸大學生的交流

心的莫過於是在分享的同時，體驗

作志工過程中產生的矛盾，懷疑自

在我的印象中，台灣媒體或是

到不一樣的生命經驗，在付出的同

己所作的，會不會僅是自己的一廂

同學的耳語相傳，總把大陸學生塑

時，我們也在收穫。這次的營隊，

情願？然而，幾經思考仍是無解，

造成了獨立又強勢的形象，讓我感

從愛心出發，受到各界的大力幫

人生的道路是自己的，或許我們的

覺，他們是孤高的一群，身負著某

助，一路上克服了大大小小的困

能力所及，就是在這一段時間裡，

種偉大情結，盡力地在各種場合表

難，從中學習到不少，也進而更加

作好一個陪伴者的角色，努力地去

現自我。這一直是我想像中的大陸

瞭解自己。儘管分別時有萬分的不

作，然後衷心地盼望著會有所不同

學生，然而，經過兩周的交流，這

捨和依依離情，但我想，一段旅程

吧。

樣的刻板印象可能要大大地修正一

的結束亦象徵著新的開始，對孩

麻風烙印如影隨形

下。確實，在獨立自主和表達能力

子，或是對我們來說，未來都是全

每個人的心中，總存在著想要

上，不管是北師大或是石油大學的

新的開始，而這段緣分，也會像營

隱藏的一面自我。孩子們亦然。而

同學們都讓我印象深刻，而對事的

火晚會的煙花，永恆存在記憶中的

對他們來說，我想就是如同詛咒般

主動積極更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那一片星空。

的─麻風病吧。這樣的烙印，像是

此外，走過大江南北的他們個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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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沒有教的事

文／鄭勤儒（慈濟大學醫學系）

離情依依。

人

(林國彰攝)

生有時候就是要一點衝動，

的優勢，也沒有發展特殊專長。那

開始籌備課程，與非政府組織接

在面對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時我就下定決心，要在大學的時候

洽，討論細部的問題等等。也是在

從事不一樣的活動。我下定決心做

準備的這段時間內，開始讓我體認

剛入學的時候在學校的信箱發

從小到大都沒有做過的事。決心要

到一些自己不足的地方。

現了邀請國際志工的信件，對於剛

在從事活動的時候學習一些「學校

首先，因為大家都是沒有類似

從固定式教學體制畢業的我，加入

不會教，但是對人生有重大影響的

經驗的人，剛開始的活動難免效率

國際志工是個很大的願景。老實

事物。於是就下定決心要去參加國

會低落，加上每個人的背景、價值

說，我覺得自己在高中除了一些基

際志工。

觀、表達方式不同，常常達不到預

就放手去做吧！

礎的知識外，幾乎沒有學到甚麼。

早在活動進行半年前，我們就

期的效果。也因為這樣大家的信心

既沒有好好的發揮自己在學業方面

開始進行事前的準備活動了。我們

開始被磨損，也有人對這總情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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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失落。不過好險我在每一次會

們能幫忙的就是幫助小朋友了吧。

力，欠缺信心，而且幾乎沒有主動

議的後都有預留時間讓大家想想改

一牆之隔 文明倒流

表現或是學習的慾望。我們的營期

進的方法，每次會議結束後也都會

可是只要一離開大營盤就漸到

只有兩周，要在兩周內啟發他們的

定出進步的目標。學長姐的協助也

了不同的光景。附近的居民大部分

創造力跟信心實在是一項艱鉅的任

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除了提出具體

都還是住在土厝裏面，地板沒有在

務。我們藉由平時的言語鼓勵，以

的行程供我們參考之外，也讓我們

做補強，是泥土地。家中的採光跟

及課堂上的表揚等等方式，企圖達

重拾回當初的動力與信心。最後，

通風都很糟糕，而且室內長長可以

到啟迪他們的目的。

隨著與團員們參加各式各樣的比賽

看見垃圾隨地丟在地上。家裏外面

結果出乎意料的很成功，在營

以及團遊後，團員們的感情也比較

就是養雞、鴨、豬、牛、羊、狗等

期的尾聲有很多小孩子都趕表現自

熱絡了。我不怕我們跌倒，只怕我

家畜的地方，並沒有作到人畜分

己了，他們在營隊期間的進步實在

們跌倒後沒有找到跌倒的原因。雖

離。也很缺乏衛生設備，取水需要

很搶眼。從原本連直視大哥哥大姐

然我們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是我

到遠處去挑水，上廁所也必須要去

姐都不敢的害羞小孩，蛻變成願意

們還是抵達了終點。

附近的茅坑。雖然只隔了學校的一

主動去參加課餘活動的活潑孩子。

堵牆，卻彷彿從20世紀走回16世紀

這就是陪伴與鼓勵的作用吧。這也

一樣。

證明了重要他人對於孩子們的影響

親身去見過大營盤地區、去體
驗那邊的生活，讓我有了很特別的
感觸。住在學校，老實說，很舒

全世界的小孩子都一樣，都需

適。宿舍裏面有一顆算不上明亮的

要關愛呵護。我趁第一天活動還沒

暑假一次四川志工行，讓我學

燈泡，提供了晚上在房間中的基本

有開始的時候就去找小孩子聊天，

到了很多。我學會了從零開始到辦

照明。房間裏面擺了兩張由鐵架作

我想要認識當地小孩子最原始，最

理志工營的方式，我學會了如何再

成的上下舖，鋪子上鋪了軟墊，雖

純真的樣子。我發現當地的小孩子

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想出解決的方

然晚上的時候我曾經被跳蚤攻擊

跟我小時候在本質上實在沒有甚麼

法，我學會了如何和自己成長背景

過，不過床鋪也挺舒適的。學校的

不同：有好奇心、充滿活力、而且

不同的孩子溝通，我學會了如何與

教室寬敞，採光、通風都很好。校

無可就藥的貪玩。唯一不同的就

各式各樣的人合作，我學會了如何

園內的環境很整齊，每天早上都會

是：他們受到的教育不同。曾經有

在私事與志工事務間取得平衡。

有大掃除時間，維持校園內的整

心理學家表示，全世界的人類小孩

未來，或許我能結合自己在醫

潔。校園甚至比我們高中還乾淨。

子都一樣。只要有良好的教育跟學

學上面的專業知識，以及我在暑假

廚房的廚藝實在是很棒，呈現出

習環境，都可以成為高級的知識份

的所學到的林林總總，將來能到世

道道地地的川菜，食物也很乾淨。

子。可見，我們將來會成為甚麼人

界各地去義診，幫助受病苦的人能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用水的問題，大

跟我們的基因關係不大，重點在於

夠脫離痛苦。希望在未來，全世界

營盤的地理位置並不容易取得水資

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甚麼教育。

的痛苦都能少一點，幸福都能多一

源，需要用水都給到廚房後面接山

當地的教育思想類似於台灣早

泉水用。不管是在衛生方面還是方

期的教育模式，父權主義、功利主

便性上面都有疑慮。大抵來說，大

義、填鴨式教育。在這樣的環境影

營盤的基礎建設已經很足夠了，我

響下，小孩子們普遍都缺乏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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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點，我們生活的世界會越來越美
好。

【分享力量＿＿北京師範大學】

站上大營盤的講堂

從

文／肖林清（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大一時起我就想要支教，這

幾點想法：第一，最好不要是重點

能給我一定的課時。因為專業的關

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並

學校，因為自己一直身處教育資源

係，學習心理學的我們在有的支教

且我身為未來教師，也想多鍛煉一

豐富的環境中，很少有機會接觸最

團隊中只是擔任研究員、調研員的

下自己的教學能力，學校的暑期支

基層的學校，無法全面認識中國內

角色。然而我熱愛講台，我希望能

教氛圍也十分濃厚。但我認為大一

陸教育現狀。我一直認為身為北師

夠在支教活動中進一步鍛煉自己的

大二兩年，我所儲備的專業知識並

學子不能僅僅當一個教書匠，而是

授課能力，瞭解與探索自己的授課

不多，害怕自己無法勝任支教的工

一名具有全域戰略視野的教育者、

風格，這對於新手型教師而言是非

作，耽誤了學校裡老師和學生的寶

研究者。

常重要的。第三，如果能與我所學

貴時間。大三第二學期，我的專業

做好選擇再出發

的專業相關那就更好了，畢竟還是

課幾乎已經全部修完，也已經有過

雖然在課本上、媒體中，都瞭

對本專業最熟悉，希望通過支教活

實際講課經驗，我認為此時支教的

解到西部教育水準、教育資源相比

動也能夠對心理學在學校的實際應

條件已經比較成熟了。

東部的不平衡，但我相信親身體驗

用加深瞭解。

在選擇支教學校時，我有以下

一定更讓人刻骨銘心。第二，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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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專心聽著林清的英文課。    (林國彰攝)

巧合的是，大營盤學校滿足了

我的以上三點想法，更讓我欣
喜的是，老師們還給我們安排了教
授英語課程，還把晚上的時間留出
一部分讓我們自由發揮。得知這一
消息時我們很激動，我們感到了信
任與鼓勵，同時我們更堅定了要認
真做好教案準備，以最端正的態度
和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支教工作中去
的決心。
從確定教授科目開始，我們北
師大心理學院的三人開始著手準備
教案。我準備小學六年級的英語，
劉穎嫻準備初一年級的英語，韓睿
準備小學六年級與初一年級的數學
興趣課。我們三個各自設計三到四
節心理健康輔導課，並一起討論所
有教案。

備課的挑戰
備課是一件既需要經驗也需要
創新的細膩工作，在所有備課工作
結束以後，我總結備課最基本的過
程是：首先，在設計課堂時一定要
先明確教學目標，即這一節課（或
者幾節課）結束以後，你想讓學生

▲色彩繽紛的大營盤生活。

感受了什麼、掌握了什麼；第二，

時。我在準備英語課教案時最大的

各樣的字母遊戲等等。我以為學生

明確教學目標後，明確學生的現有

感覺是“盲人摸象”，因為我對大

對英語的基礎也是零，於是還安排

水準與潛在的極限水準，這之間的

營盤六年級學生的英語前期水準、

了簡單介紹英語、帶領學生從視覺

差距即“最近發展區”，確保學生

極限水準、對英語課的期待等等一

與聽覺上感受英語的環節。

能學到東西但又不十分吃力；第

點也不清楚。Tammy老師說“教教

教案發過去以後Tammy老師認

三，以教學目標為目的，以學生的

字母”的基礎，我就認為學生對

為我的設計有些單薄，四節英語課

最近發展區為依據，儘量以學生喜

英語字母的基礎是零，於是精心準

只學字母有點太少。可當時的我有

愛的、能夠吸引學生注意力的形式

備了四節英語字母的學習課，課堂

些固執地認為如果四節課能把26個

教學。

包括唱字母歌、練習26個字母的發

字母扎扎實實地學好，時間應該恰

音、教授寫法、聽寫、糾錯、各種

好夠。而且我確實以為學生的英語

小學六年級英語課一共四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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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

康，所以心理輔導活動課的目標是
“預防與發展”。還是一門新興的
課程，在北京的大部分中小學已經
開展，而在西部的中小學幾乎沒有
起步。

打開心靈的鑰匙
我們也是懷著激動與忐忑的心
情為大營盤的孩子們備著心理課
的。因為心理課無論在西部的所有
中小學，還是在最基層中小學，做
的實踐都還不多。我們三人現有的
心理課經驗與資源是在我們三人各
自的見習、實踐中總結出的，我們
擔心：第一，我們不確定一些心理
課材料是否適用于大營盤學校的學
生，畢竟存在一些城鄉經濟差異造
成的個體成長經驗差異，後來的事
實證明，對於許多材料的理解，大
營盤的孩子無法跟上老師期望的速
度（比如在心理課上講一個關於
“二戰”的故事，無論課本是否教
授，北京的學生基本沒有不知道
“二戰”的，但對於大營盤的孩
子，則需要簡化為“一次打仗的時
水準是零。現在細想，一方面是由

心理學為依據進行的全新課程。心

候”）；第二，我們在北京的中小

於我確實不知道學生的水準；另一

理輔導活動課不以傳授知識為教學

學上心理輔導活動課的經驗都是基

方面是由於當時我寫教案也花了一

目標，而是旨在提高學生心理健康

於北京市的中小學生的，我們猜想

定的時間和精力，加上正值期末考

水準、提升自信、能夠更好的學

他們相比大營盤的學生，理解能力

試期間，比較疲憊，所以找藉口不

習、社交、成長的課程，幫助學生

較強、接受能力較強（接受速度

想再豐富教案了。後來的實際教學

學會處理心理困惑與心理困擾（程

快、接受容量大）、也更開放，雖

讓我親身感受到，備課這個事，是

度最輕與程度次輕的心理問題），

然後來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猜想，但

千萬不能有一絲絲僥倖的。

預防學生出現心理障礙與心理疾病

我們沒有想到差距非常大，以致於

在大營盤教授的心理課，全稱

（程度次重與程度最重的心理問

需要不斷調整教案。

是“心理輔導活動課”，是一門以

題），幫助學生更好地發展身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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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心理課的第一次討論確定

證明了我們的猜想，但我們

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學習了，學

憑心而論，我們的準備並不是

沒有想到差距非常大，以致於需

習成績的提升也可以反過來促進學

十分充分。我和劉穎嫻匆匆列印教

要不斷調整教案。

生增長自信、進行更好的人際交

案便去趕火車，在火車上裝訂教案

關於心理課的第一次討論確

往，所以學習模組設計了三課時。

時才發現少列印了一部分，以致於

定了10節心理課的五個主題，分

最後一堂設計成生涯規劃活動課，

後來在大營盤不得不手抄一些教

別是認識心理學模組、自我模

是因為我和劉穎嫻曾經做過課堂上

案，來到大營盤後我們發現列印出

組、人際模組、學習模組、生涯

呈現的15分鐘剪紙活動（即在15分

來的教案仍有個別錯別字。尤其在

規劃模組。其中心理學模組一課

鐘內，在一堆雜誌圖片中，挑選出

看過了慈大同學為這次支教進行長

時，包括走進心理學；自我模組

能夠代表你未來生活的圖片，以自

時間準備的視頻資料後，我更是自

三課時，包括認識自我眼中的自

己喜歡的方式粘貼在白紙上），對

愧弗如，更深地體會到了只有精

我、認識他人眼中的自我、接納

於我們倆的觸動很大。而且這個活

細、嚴謹、系統的準備，才能從容

自我；人際模組兩課時，包括人

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心理投射的

面對支教中出現的問題。

際交往溝通、認識情緒與管理情

遊戲，把每個人的心理活動用圖片

新手上陣 以生為師

緒；學習模組三課時，包括目

體現出來，因為是限時遊戲，所以

支教結束後的我反思備課，我

標、學習方法、創造力；生涯規

在無形中要求每個人不能夠有過多

認為身為教師，即使是支教的志

劃模組一課時，包括我的未來。

的思考，這時一些平時被修飾、被

願者，自己備完的課要達到三點

我們的想法比較簡單，就是想在

壓抑的願望就會表現出來。我們

要求：明確、熟悉、萬全。明確是

10節課內儘量覆蓋心理輔導活動

很喜歡這個活動，而且它與“未

指：第一，授課目標明確，這是在

課最大的、最重要的主題。由於

來”、“生涯”主題密切相關，所

備課之初就需做好的工作；第二，

心理課只面對小學六年級與初中

以選擇了以它為主體，設計這堂心

授課內容明確，明確課堂所需的材

一年級，心理輔導活動課像其他

理課。

料並做好準備，且越具體越好，

科目一樣，也應根據授課物件的

▲

林清與韓睿為孩子們解答問題。

年齡特點確定授課目標與內容。
我們認為，初中生正處於第二次
自我覺醒與自我中心的階段，對
於自我比較關注，且根據我們手
上的資料與老師的介紹，大營盤
的許多學生對於自我的認識存在
比較嚴重的偏差，所以用三節課
的時間上自我模組的心理課。初
中生越來越在意周圍同學對自己
的看法，人際關係也是初中生煩
惱的一個重要來源，所以用兩節
課的時間上人際模組。對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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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彰攝)

▲穎嫻請孩子們畫出心中的未來。

(林國彰攝)

最好能具體到教師在課堂上說什麼

不好，這種十分“散”的教案設計

事情，但是慈大的同學們通過參加

話，板書寫什麼，每一環節的板書

不僅不能?明學生自己組織知識加

各種活動，靠自己的努力籌集資

在黑板上如何呈現，每一部分的字

深內化，而且可能干擾了學生單獨

金，親自準備所有的支教材料，讓

用什麼顏色的粉筆，事實證明，對

理解各個模組的知識。

我在同他們交流後深深感受到自身

於新手型教師來說，課前準備的越

由於之前不清楚學生的水準和

詳細，在課堂上就越不緊張、越從

特點，我們三人備課時比較盲目，

容；第三，授課內容的邏輯明確，

造成了支教時上課情況大幅度調整

對於新手型教師來說，容易犯的錯

課程的情況，非常不好，英語課太

誤就是教案中每一模組內容十分豐

難，準備不夠充分。並且在2012年

課程方面，如果是常規知識課

富，但內在邏輯性不強，並且其中

9月-11月的近三個月的中學實習

程，建議備課多備50%，甚至備兩

的幾個模組也許會與教學目標有偏

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備課時

倍的課程，防止學生覺得過易或過

差，因為新手型教師在看到一個很

“備學生”的重要性。所以建議之

難，課程難以幫助學生做到學業成

有趣、很吸引人的教學材料時，非

後的志願者在備課時一定要和學校

長，難度要做到難易適中，在教學

常想用在課堂教學上，而不去認真

任課老師有所交流。

大綱的基礎上適當增加趣味性是個

的不足。

服務的心 愛的分享
最後給未來支教的同學兩點小
小的建議。

不錯的選擇。

考慮這個材料是否真正符合教學目

支教過程中認識了慈大的不少

標，而且就算內在邏輯性達到了要

朋友，在慈大同學的身上，我看到

交流方面，很多學生喜歡找志

求，但課堂過渡可能會十分生硬，

了很多珍貴的品質：堅持、認真、

願者哥哥姐姐們聊天，很大一部分

令學生摸不著頭腦，不明白為什麼

熱情、獨立。可能對於大陸的大學

的學生都是帶著一定的問題來的，

剛才講的是那個，現在講的又是這

生來說，支教更大意義上是一件只

希望在哥哥姐姐這裡得到支持、理

個，學生對知識的組織能力本來就

要審批下來就可以拿到資金的簡單

解和解答。但很多聊天最後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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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力量＿＿西南石油大學】

致張阿姨的一封信

文／譚睿（西南石油大學）

敬愛的張阿姨：
您好！很高興有機會跟您合作，十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閱讀我們這份暑期實踐策劃書。
依稀記得，您在感動中國頒獎典禮上說的話，“他們這種生命的感覺，那種生命的力量，叫我怎
能放下？……我希望他們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也很期盼什麼時候大營盤村能夠走出自己的大學生
來。”正是這個堅韌而富有愛意的聲音深深地觸動了我們。您的事蹟印在了我們心裡，您的那些孩子
們，我們也深深牽掛著……您，一位臺灣阿姨，面對大營盤的那些天真的孩子們，做了那麼多。而作
為當代大學生的我們，同樣也想去為大營盤獻上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擔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傳遞
愛的星火。
仍處在學生階段的我們，或許不能為孩子們解決多少實質性的問題，或許我們的力量還很微薄。
但相信，我們可以給孩子們帶去一些歡樂，讓他們健康自信地成長；帶去儲備的知識，讓他們對讀書
成才、改變命運滿懷期待；帶去我們十幾個鮮活的例子，讓他們的內心有一絲的澎湃；帶去外面世界
的精彩，讓他們增強對未知的嚮往……我們發揮榜樣的力量，用我們的身體力行，向孩子們詮釋 “大
學生”這三個字的含義，在他們心裡埋下一粒與眾不同的種子。我們會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力教會孩
子更多的東西，指導他們融入社會大家庭，教他們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讓他們為自己加油，為張
阿姨爭光，更為大營盤爭氣！
作為沒有受過什麼苦的學生，我們也想親身體驗貧窮的真正意味。畢竟，我們是祖國未來發展的
中堅力量，肩負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歷史使命。體驗一番山區人們的艱辛，見證一下大營盤的現
狀，親身感受一下和那些孩子們在一起的經歷，我想，我們會帶著不一樣的感悟回來，對自己將有更
清晰的認識，更好地明確我們肩上的擔子有多重，以後的路該如何規劃。
我們相信，通過這次努力，能夠引起自己周邊人群及更多社會愛心人士對大營盤這樣的一個群體
的關注。讓這個曾經被遺忘的角落重新得到大家的支持，讓大家都獻出自己的一份愛心，共同打造大
營盤的美麗明天！當然，中國還有近800個麻風病康復村，我們可以通過一步步地努力，一起來見證愛
撒滿人間的時刻！
溫家寶總理曾殷切期盼，內地大學生應該和臺灣大學生多一些交流，讓我們這些後人可以親如一
家。相信，通過大營盤這個愛心傳遞站，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臺灣同胞和我們血濃於水的情懷。希
望，我們可以有幸同臺灣學子一起努力，為愛心事業增磚添瓦，一起為著共同的夢想而奮鬥。
張阿姨，我們相信，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樣，會有更多的朋友關愛大營盤，和你在一起，和孩
子們在一起，讓愛溫暖我們的世界！
為此您在行動，我們在行動，社會在行動！最後，謝謝張阿姨給我們的支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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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緣&涼山情暑期實踐隊
西南石油大學化學化工學院

擁抱麻風村的孩子

早

文／李婧（西南石油大學化學工程與工藝系）

就聽說大營盤這所特殊小學
了，有一次因緣際會在川大

聽過張阿姨演講後，更是對大營盤
充滿了想像。
2012年7月機會來了，我報名
參加「涼山緣石油情」暑期實踐活
動。走進涼山，擁抱那群被麻風烙
印的小孩，二十天的志願者服務，
我感動，我領悟，至今忘不了大營
盤孩子燦爛的笑容。
自己是從大山裡走出來的孩
子，我對山是不陌生的，可是火車
真正的進入了涼山彝族自治州後，
我才真正的體會到山的巍峨壯闊，
什麼是綿延不絕，什麼是懸崖峭壁

▲團體華爾滋表演。

(林國彰攝)

……在火車上待了八個小時後，又
坐汽車在山上顛簸了三個小時，就

的很，遠眺叢山，一覽無遺，有時

的男生對我說，要是沒有張阿姨，

像歌曲裡面唱的，“這裡的山路十

山頂上會飄盪著霧氣，氤氳朦朧，

他也讀不了書。發自內心的感謝張

八彎，這裡的水路九連環”，一向

如同仙境般神秘。

阿姨。

暈車的我，已經七葷八素，好不容

住在大營盤的日子，早晨，無

在村子裡，張阿姨的名字更是

易熬到下車腳一著地，就忍不住吐

論甚麼風采，我都會貪心多呼吸幾

家喻戶曉，每每提到張阿姨，村子

了。”

口的新鮮空氣，開啟一天工作的序

裡不論老小都是讚不絕口，而在我

幕。

眼中，張阿姨不僅漂亮、溫柔，也

大營盤小學位於四川省涼山自
治州越西縣大營盤麻風病村，離成

跟孩子們的接觸中，感觸最深

很嚴厲。我見到張阿姨訓斥不聽話

都四百公里遙遠，學校建立在大營

的就是孩子們眼中的張阿姨。每次

的小朋友時候的樣子，好嚴肅，

盤村的半山腰上，四周綠樹環繞，

跟他們一提到張阿姨的時候，孩子

把我們隊員都嚇到了，可是她輕鬆

兩棟嶄新的教學樓前後聳立，站在

們都特別的開心，張阿姨跟孩子們

起來時又親切又愛笑，讓人心悅誠

校園裡看過去，山，還是山。每天

在一起聊天的時候，總是有好多孩

服，也正是因為這樣，這個學校才

清晨，我都會早早的起來，站在女

子圍著張阿姨，那感覺就像跟自己

會越建越好，還記得慈濟大學的同

生宿舍二樓的陽台上，有時天乾淨

的媽媽在撒嬌。有一個叫吉地子日

學要離開的那天晚上，張阿姨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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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

(林國彰攝)

起了華爾滋，又親自燉三文魚湯給

由於我沒有帶幾節課，跟孩子

了，不管以後有多危險，他都要當

我們當夜宵，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們的接觸也不多，幸好離開前，我

緝毒員警去把那些壞人繩之以法。

張阿姨更烹煮義大利麵等等，沒想

跟一個叫吉地子日的男孩熟悉了起

不知怎麼聽完子日的分享，我的內

到看似時髦的張阿姨竟然也是做飯

來，我們聊了又聊，起初我怎麼也

心沉甸甸甸的。

高手呢!

走不進去他的內心，一直聊不開，

忙碌的時光總是過的很快，滿

我在志工營期間，多數是在畫

直到後來，我問起了他的夢想，他

載二十天各式回憶，尤其跟孩子們

海報。坦白說，自己不是科班出

才跟我說，他的夢想是當一名緝毒

相處的點滴，如果再有一次的機

身，僅僅會塗鴉，但是在大營盤美

員警，那個時刻，我看到他笑得好

會，我希望花多一點時間聽孩子們

術老師導下，我將迪士尼卡通經典

開心。他告訴我，由於他的叔叔因

成長的故事，因為唯有更多的傾

的人物，畫在女生宿舍通道的兩

為吸毒，不僅家庭破裂，連自己也

聽，才又更多的了解，也才能提供

側，上了色彩之後，宿舍變得活潑

染上了愛滋病，一年的時間就離開

更多的需要與幫助。

亮麗，我自己看的好滿意。

了人世，他覺得那些販毒的人太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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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營盤的美麗與哀愁

帶

文／姜晒（西南石油大學化學工程與工藝系）

著愛與夢想，懷抱幾許興奮
與激動，我們向大營盤出發

了。
成都的天氣灰濛濛的，那幾天
四川周邊山區都是雨綿綿，涼山或
許也不例外。我在心底默默的祈禱
著，希望不會遇到泥石流。出發時
大家顯得意氣風發，然而歷經幾百
公里的舟車勞頓，加上厚重的行囊
的接駁搬運，最後一段坐上微型車
前往學校時，大家已經疲態盡露，
接著更可怕的考驗來了，崎嶇的山
路顛簸難行，驗證了蜀道難，難如
上青天。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沿路
上還親眼目睹泥石流肆虐過的痕

▲大家一起練武功。

(林國彰攝)

跡，大家心情忐忑不安，幸好老天

繪，餐廳前彝族的希望之眼，廁所

子很多的不同，他們從小就經歷很

保佑，我們一行十五人總算平安到

前的喜洋洋與灰太郎，白雪公主與

多，被世俗的評論，被祖輩的麻風

達。

七個小矮人，另有中國景色圖案，

病烙印著。我覺得每個孩子都會有

在照片上看過大營盤，但沒想

據說是歷屆志願者留下的，警衛室

個屬於自己的故事，想去瞭解，想

到，真實裡的大營盤小學還真美，

前牆壁更有李白的畫像和張阿姨用

去發現，想做他們的大姐姐，想讓

校內的美麗與校外的貧困，對比強

毛筆寫下的橫江詞，總之，大營盤

她們知道外面的美麗世界，想¨¨

烈，我能想像到張平宜阿姨為建設

小學和其他鄉村小學不太一樣，氣

太多太多的，想和他們內心接觸的

這個學校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過程的

質的很。

理由。

艱辛。這裡真的太美了，天那麼

黑眼睛的心視界

和臺灣慈濟大學以及北京師範

藍，山那麼綠，最主要是空氣好清

這裡的孩子們，有著和我們漢

大學的學生們的相處是很愉快的，

新，校門外聳立一座彝族的牌坊圖

族不一樣的眼睛，有種特別純淨

他們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團隊，每個

騰，紅黑黃三色相間的建築，那個

的感覺，我也說不出什麼樣的顏

人都有自己所要負責的地方，並且

紅色在藍天白雲間顯得那麼的紅，

色，皮膚格外的黝黑，身材也普遍

特別的努力，我覺得他們是一個特

中國紅，帶給這裡的村民吉祥。校

偏矮，第一次的相遇，便很喜歡他

別有紀律性的團隊，每天都是團隊

園裡面許多的牆都是有主題的彩

們。這些山裡的孩子有著和山外孩

一起穿著同樣的制服，打扮也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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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隊伍進場。

(林國彰攝)

家，並且如果沒有能力解決他們心
裡的苦難，就不要輕易的問他們家
裡的事情。

愛的雙面刃
我帶的班級是這個夏令營中年
齡最大的，或許也是心裡藏著最多
問題的孩子們，因為這個班在開學
的時候有48個人，一個學期過後只
剩24個，一半的孩子輟學，他們長
大了，受到外面的誘惑太多，卻不
較得體，每個人都是很有禮貌，臺

一邊的同伴們。我們給他們送了我

能很好的分辨這些誘惑，這個班的

灣是個禮儀之邦，那裡出來的孩子

們的國寶熊貓，漂亮的熊貓，希望

學生不僅輟學率低，而且普遍都是

或多或少受著禮儀的薰陶教化，都

來日我們有緣再見。我依然記得每

家庭特別貧困，並且是單親家庭，

格外的懂得禮節。

個人的笑臉，雖是幾日的小聚，但

缺少家庭的關愛，但是外界由給了

也不妨礙我們結得一生的友誼。

他們太多的愛，所以張阿姨特別提

他們的活動都是很豐富多彩
的，每個活動都會有一個很獨特的

我有幸在這次支教活動中擔任

醒我們，他們不是我們看到的那種

名字，簡約卻又不失文采。我們的

初一升初二的班主任，這意味著我

表象的簡單。我不會用刺眼的詞語

海峽兩岸的學子親活動也進展得

會有更多和孩子們接觸的機會，但

去中傷他們，但是我也不想給他們

不錯，大家各自介紹自己的學校以

也意味著我身上責任的重大，觀察

同情的溺愛。我想帶給他們外界正

及家鄉的小吃，我們都喜歡臺灣同

臺灣慈濟大學幾天的教學過程中，

確的資訊，告訴他們現在讀書才能

學們說說他們的地方特色，畢竟台

我發現他們和孩子們都相處得特別

改變自己的命運，並且希望他們班

灣是另一片我們不熟悉不瞭解的土

融洽，如何能讓他們更好的過渡到

沒有一個人再輟學了，這是我的願

地，只能從電視或雜誌粗淺的了

另外風格的教學模式，如何讓他們

望，也是我這次支教的目的。

解。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去臺灣，去

擺脫對家的思戀，安心學習，如何

作為英語老師，我要求紀律分

吃臺灣朋友們給我們介紹的小吃，

讓他們適應新老師，這是我們面臨

明，看似非常嚴厲，但其實我也和

去找和藹可親的溫老師，因為他答

的新的問題，新問題出現，我們就

其他的隊員一樣很愛這裡的孩子，

應了我們，若是有機會去臺灣，請

必須團結一致，解決新問題，我們

我的方法不一定可行，我或許被中

我們吃有名的小吃。並不是想去

團隊在接近半年的磨合中已經是一

國的應試教育所迫害，可是我必須

吃，而是想去看望和我們團隊一樣

個特別團結並且辦事效率很高的團

去嘗試一下，看何種態度適合我們

一群有共同夢想，有愛，在海的另

隊了。我們採取的是少和孩子提到

班的孩子，我們班同學的英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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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難忘懷的旅程。

(林國彰攝)

很差，據說期末考試就只有一個人

不是大營盤的學生，因為家庭極度

神情我一直印象深刻，是那麼的自

及格。

貧困，從小患病沒有及時治療，導

信，完全不帶任何的自卑，可是卻

我的心態和這種教學方法是正

致一隻腿彎曲變形不能正常行走，

不是那種扎眼的驕傲，顯得那樣的

確的，因為我看到了孩子們在英語

而且他今年已經18歲了，才上初

幸福，從他的眼神中真的可以看出

學習道路上面的努力，不管是表面

一，他是在12歲的時候叔叔送他去

他對生活的那份熱情，對生活的滿

亦或是為了寬慰我這個班主任的

上學的，後來中華之翼協會在走訪

足，對這個社會的熱愛。那樣微笑

心，但我仍然很知足，一種從未有

山區的時候瞭解到他家庭的貧困，

著，靦腆卻帶著幾分自信。他的歌

過的滿足。一次和俄木爾作子的談

讓他免費來這裡上學，他才得以上

唱得特別的深情，我想一個十八歲

話中，他告訴我他們也想學習好英

到初中，不過他的英語基礎幾乎為

的孩子應該有他青春期的秘密的，

語，因為如果英語太差是很難考上

零，學得特別吃力，但是依舊不是

只是我不想問，他或許也不想分享

高中的，希望我多多幫幫他們，頓

很理想，但是難能可貴的是他很樂

吧。

時我被這個愛學，並且感情豐富的

觀。他喜歡唱歌，經常吃完飯後就

有些感動，有些體會，有些經

孩子感動，我記得剛到教室，與孩

在食堂後面唱歌每天早上起來唱

歷，只有在你慢慢淡出的時候才會

子們溝通的時候，很多人都是選擇

歌，把他喜歡的流行歌學著唱，當

印象深刻才知彌足珍貴，我的這次

沉默，唯獨他，認真的回答我所提

在其他隊員口中得知他很會唱流行

涼山行，很知足，很滿足，這裡收

的問題，不讓我難堪，謝謝這個初

歌時我讓他唱一個給我聽，他突然

穫到的很多的回憶，在那裡認識的

二的孩子給來山區的我的鼓勵。

樂了起來，羞澀的說我唱得不好，

每一個都烙印在我的生命中，一輩

我們班還有一個讓我印象特

我一再堅持，他在班上唱了一首

子不忘記。

別深刻的學生，他是有七拉且，他

《你不知道的事》，他唱歌時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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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旅行】

太多的第一次

畢

文／陳興菊（希望之翼學苑第三屆學生）

業旅行，應該是每個人夢寐

園一樣，僅是匆匆一瞥，湖光掠

的大門，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人用自

以求的吧！沒有錯，因為旅

影，但我還是對清明上河園及博物

己雙手的力量把兩只威猛的大象推

館留下深刻印象。

開，多麼壯觀的景象啊！我們參觀

行可以讓我們 happy fun 個兩三
天，尤其畢業旅行，代表我們二年

清明上河園是仿宋代著名畫家

了好多個展廳，裏面的古物更是數

寒窗苦讀歲月的結束，以後就要像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而建的

不勝數，每個展覽品都有說明是什

大人一樣進入社會了。

一座大型文化主題公園，小時候

麼年代，誰用過、雕刻者或者是發

事前經過秘密探聽，聽說這次

讀書學過一篇有關於清明上河園的

明者。

畢業旅行，不但可以參訪鄭州有名

課文，沒想到現如今自己能身臨其

最有幸的是我們還看到了博物

的外語學校，還有好吃的自助餐，

境。此園的各個景區、一切東西都

館的十大鎮院之寶，他們分布在博

還有AAAA級的景區——清明上河

是原始的，古裝、古建築、古雜

物館不同展廳的顯著位置，真有不

園，更有歷史悠久的少林寺，我興

技，讓我不禁有一種回到古代的感

凡的氣度。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奮了好久，也想像了好久，不僅僅

覺，正所謂“一朝步入畫卷，一日

是：骨笛、蓮鶴方壺、還有象牙蘿

是因為畢業旅行來的意外，更是一

夢回千年”。

蔔和象牙白菜，尤其後兩者是我最

趟寓教於樂的驚喜！

我自小就喜歡古董，卻不識古

欣賞的，雕刻得惟妙惟肖，真的不

四天的旅行，由於景點多，很

物，只要稍顯古意，我便會百看不

知道雕刻家是用了多少工夫？此時

多著名的景點，就像劉姥姥逛大觀

厭，萬般珍惜。當我們踏進博物館

才知“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一點都不假啊！每一件古物都有它

河南開封府。

獨特的地方，頭大的，手長的，腳
彎的......各式各樣，看得大家眼
花繚亂。遊覽完畢我們就在門口合
影，此時此刻，我巴不得在裏面多
逗留會，因為裏面全是我最喜歡的
寶貝啊！
鄭州還有一個幾經劫難至今還
長興不衰的嵩山少林，其實它是靠
少林弟子千古傳承的少林精神風靡
全球的，想想少林師傅們真辛苦，
可是世界上哪有不辛苦的人啊？重
要的是要看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態來
過你的人生？能給世人留下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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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豔陽下。

(攝影)

的精神？戒色，戒葷¨¨¨這可不

喝啊。我在河南鄭州吃了我人生以

度過一個難忘的畢業旅行，有大家

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對了，說到吃

來的第一次Buffet，幾十樣美食，

的陪伴，整個行程變得輕鬆愉快。

啊，少林寺還有一個小吃街，哇

冷的熱的葷的素的，中西合璧，我

這趟行程，有開心，也有難過，開

塞！那裏的食物真的只能讓人用一

來來回回不知端過幾次盤子，吃到

心當然是大家玩得很盡興；而難過

個字來形容，那就是“絕”，食材

撐到極點還捨不得離開，那種稱到

的則是來回途中同學得面對的暈

全部是素的，但是，經過技術高超

爆，我覺得簡直是頂級享受，也第

車，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為了這趟

的師傅們加工之後，豆腐不再是豆

一次體會到“一頓吃飽三天不餓”

珍貴的畢業旅行，上刀山下油鍋都

腐，而是變成了葷名的素食，裏面

的境界。

奮勇向前了，暈車又何妨？

菜色各異，味道非凡，真的很感謝

這趟畢業旅行真的讓我印象深

真希望還有第二次旅行，雖然

做菜的師傅們讓我吃到如此好吃的

刻，能跟同學一起這樣出遊的機會

我知道這機率不大，但是如果可

食物。

不多，更何況還是畢業旅行，我一

以，我會樂到半夜都醒來！我覺

最後一天，對我這個愛吃的人

定會把這回憶好好的珍藏起來。我

得此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時間太急

來說最樂了。俗話說得好，民以食

很感謝張阿姨、Tammy老師、坤華

促，行程安排的太滿而且太緊了，

為天，不錯，人活著為了事業，為

老師、沈阿姨、教官、在河南接應

如果時間多一點，或許大家玩得會

了金錢，為了名利、榮耀，最重要

我們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以

更盡興，體驗的東西更多，真希望

的還是美食，因為人不管有多偉

及第一、二屆的學長們，大家能夠

第二次旅行趕快到來。

大，再成功，他也不可能不吃不

在百忙之中陪我們這一屆“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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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鄭州

畢

文／李一揚（希望之翼學苑第二屆學生）

業了，就代表著又有一個新
的里程碑需要我去跨越，感

恩“愛”伴隨我快樂成長的心路歷
程。
雖然畢業一年了，但是到了畢
業季節心裡還是會無聲的快樂起
來，驀然回首，畢業之樂歷歷在
目，但四天三夜跨省的畢業旅行，
僅管畢業一年了，想都沒想過耶!
去年六月，我們青島這批學
生，在希望之翼，台商貝斯特教育
機構及河南文明辦的安排下，竟然
有了一趟意外之旅，到河南參觀旅
遊，一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心
願。

鄭州貝斯特外語中學。

期待了很久，也想像了很久，
唔¨¨¨嗯！一個汽車發動聲拉開

添購的制服，黃色代表朝氣蓬勃象

了我們畢業旅行的序幕。大家背上

徵我們亮麗多彩的青春。

機會好好讀書。
清明上河圖¨¨¨以前只是書

了自己精心準備的“行李包”，坐

貝斯特的工作人員已熱情在等

本上看過,現在將要身歷其境,內

上車向畢業旅行的接駁車站出發，

待，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麥當勞

心激動不已,它代表著清代的文明

踏上了畢業之旅。晚上在青島前往

早餐，十三個小時的旅途疲勞頓

鼎盛,物質文化的交流,我要感受一

河南的火車上，我安靜的聆聽著內

時恢復不少，隨即參觀了貝斯特中

下這種Feel,我充滿著期待進入了,

心的跳動跟隨火車輪的節奏形成一

學，鄭州市赫赫有名的國際雙語學

清明上河園,一進大門就是一尊古

場優美的旋律，我睡得很好，其他

校，優秀的教學環境，讓我稱羨不

人的石雕像,還有房子的形態,給人

同學也在興奮中入眠。

已，那些年輕學子英語一級棒，雖

一種古老歷史的Feel.回憶著書本

貝斯特的校園之旅

然課業壓力重，但他們唱歌跳舞樣

上的清明上河園一路觀賞，形形色

一早抵達鄭州，我在吵鬧聲中

樣行，待我們誠懇自然又活潑，校

色，然而映入我眼球的是—雜技表

醒來，大家開始興奮起來，紛紛穿

園走一圈，我都忍不住讚美「貝斯

演，用頭上階梯，用嘴噴火¨¨¨

上黃格子襯衫迎接快樂的一天，黃

特,you are the best 」離開貝斯

哇！讓人眼花繚亂，但是這何嘗又

襯衫是我們特別為這趟畢業旅行所

特後，我內心感慨良多，希望再有

不是一種辛苦，為此他們吃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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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苦，好比古人的一句話‘臺上一

以我們去觀看一場少林武術表演，

於此從不三心二意，而現代人要學

分鐘，台下十年功’，或許他們為

首先出場的是少林棍法，條條木棍

習的東西太多了，從而分散了他們

此而自豪，不僅能讓人賞心悅目，

拍打著地面，煞是驚心動魄，接下

的精力，無法聚焦於一點。

他們還樂在其中。忽然一個轉輪浮

來，繡花針穿透一塊玻璃，十足內

另外，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

現出我的視線內，看著它大腦裡冒

力真工夫；還有騰空翻躍，腳如彈

一個叫蓮鶴方壺的青銅器，解說員

出，這不就是一場人生嗎，從最低

簧一般騰空飛起，我不覺拍手叫

說這件寶物原有一對，另外一件放

點開始，慢慢的往上走，在過程中

好，感歎少林武術之高，讓人望塵

置在北京故觀博物館，據說，這件

可能會面臨四面八方各種不同的阻

莫及。武者的眼神閃爍著智慧的光

青銅器的造型十分具有藝術價值，

力，當到達最高端的時候明白人生

芒，就如同他們堅持不懈的學習態

頂端盛開的蓮花瓣中挺立展翅欲飛

不可能是只有往上走，也有累的時

度。這是一種對生命品質的提升與

的仙鶴，清新自由，洋溢著運動的

候，需要休息才能走更長遠的路。

內在涵養的深化，需要的是我們去

生命力，巧奪天工被喻為青銅器的

晚上我們觀看東京夢華的演

學習，我們要做到的不僅僅是觀

絕唱。我好奇的從各個角度拍攝

出，意境優美的古詞，華麗的服

賞，還要從中悟道，這才是武術功

她，希望從她被發現的曲折傳奇中

飾，專業的舞群，聲光十足的演

夫的核心價值。

欣賞她獨特眾的韻味，一個上午就

出，這是我第一次觀看大型實景

文明辦的博物館之旅

這樣，聽聽講講，走入時光隧道，

秀，那種壯觀，讓我內心澎湃不
已，久久不能釋懷。

參觀博物館是河南文明辦安排
的文化之旅，博物館造型獨特，頗

看遍各種藝術創作，研究古人的聰
明智慧。

來到河南一定得參觀少林寺。

有金字塔的氣勢，我們一行十八人

乘興而去，盡興而歸，這趟畢

天下第一名剎名聲遠播，無數英雄

在博物館解說員的帶領下，走入中

業旅行，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很多

好漢出自少林，中華武術之巔，據

原文化的聚集地，觀賞古代前輩們

經驗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不僅是

稱少林寺保藏著少林七十二絕技；

遺留下來的智慧結晶，看到各種各

視野之旅，文化之旅，美食之旅更

少林羅漢拳，一指神功，捏花指，

樣的文明寶物，它不像黃金一樣論

是溫馨之旅，尤其是貝斯特和文明

少林雙截棍¨¨¨等等。進入少林

斤論兩論價錢，它體現的是一種智

辦，噓寒問暖待我們如貴賓，三夜

寺，空氣中彌散著武術的氣息，讓

慧的形成，從人類存在中國這片土

四天，我們無時無刻不被溫暖包圍

人想擺出一個優美的武姿，形形色

地開始，中華文明在此不曾斷層

者，我的感受應該也是其他同學的

色的人你來我往，形成武術之寶地

過，保留老祖宗走過的軌跡，不僅

感受，真的，說不完的感謝，當然

無一處無是追尋者的腳印。穿著袈

特別豐富且系統，據說在河南博物

更要感謝希望之翼用心的栽培，誠

裟的光頭和尚，在少林寺大門前擺

館裡一座類似於床形一件寶物，以

如張阿姨說的，這段回憶是我們共

出一個金雞獨立的武姿，他代表著

現在的科技都無法完全的複製出它

同建造的，將來不管人在何處，得

少林武術的特徵及形象。

的模型，這體現出在某些方面現代

意時要記得這份感恩，失意時要轉

天好熱，我頭頂著熾熱的太

人還沒辦法超越古人。就如同詩

化成為東山再起的力量，因為這是

陽，踏著發燙的大地，帶著好奇心

詞，雖然現代詩有現代的特點，但

多麼難得的情緣，要匯聚多少人的

走入少林。電視裡看過無少林功

是古人的詩詞，現代人是無法比擬

善良，才能成就的美麗記憶。

夫，不如親眼目睹少林真功夫，所

的，為何很難比擬，因為古人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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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下的心風景】

因為有你，所以發生

幾

年前吳兆鈞導演透過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接觸到四川大營盤康復村的居
民，他把在當地生活的點點滴滴、與居民們的互動拍攝成紀錄片《索瑪花開的

季節》，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世界上還存在著這麼一個角落。
除了讓大家藉由紀錄片認識大營盤，吳導希望能夠建立台灣朋友們與當地村
民更深的連結，於是在今年七月初，他募集了約20位捐贈者提供的二手相
機，原本即將淘汰棄置的相機，轉交到孩子手上後，綻放出全新的生
命。
他希望這一群被世人所遺忘的孩子們，可以重新創造自
己存在的價值。在這麼一個小村落，他們的聲音或許不
夠大，但透過他們的鏡頭，我們看到與眾不同的大
營盤風景，找到了友善、淳樸及天真的本質，
在他們眼中這塊美麗的土地是如此獨樹一
格。
就讓這群小小攝影師，帶
領我們來場鏡頭下的心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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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攝影師作品集
吉瓦阿木

伙坡伍呷

羅小平

(五年級)

(一年級)

勒則達爾

(五年級)

的日拉鐵

曲木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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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尊嚴 不是施捨
尊嚴 就是自立自強

四川

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
地址：台灣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53號
電話：+886-2-8287-0041
傳真：+886-2-8287-8520
網址：http://www.hopewing.org.tw
電子信箱：hope.wing@msa.hinet.net
協力志工 撰文／張平宜／陳青鈺 攝影／林國彰 編輯／陳青鈺 設計／黃虎暐 印製／欣翔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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