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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初，孤身戴著口罩登上從昆明飛往深圳的航機。
一路上，經過多番申報健康狀況，測量體溫，終於趕及當日深夜
羅湖口岸封關前抵達香港！
留港數天後赴美探親前夕，突然收到航班取消的資訊，隨
即撲購機票，原計劃一個月後歸程，卻變成漫長的九個月！這段
日子，給我帶來家庭、工作及人際三方面前所未有的體會。也
許，這是上天藉著疫癘的厚賜吧！

相見好同住難
過去每年越洋看望兒孫，最長只是一個月，今年當朋友得
知我因疫情滯留彼邦時，都表示這樣可以盡情弄孫為樂。我聽後
只能苦笑以對：「是的，我真的在弄『酸』為樂呢！」
有數個星期早上，孫兒都苦著臉說：「爺爺，我不喜歡
你！」聞之不但心酸，更想一走了之。自從三月開始當地疫情轉
趨嚴峻，所有學校停課，正上幼稚園的孫兒每天只需完成老師分
派的作業，爺爺就是負責監督的那一位！這差事吃力不討好，頂
著埋怨，還要費盡穹蒼創意，才能勉強達成任務。然而更具挑戰
的是一家六口在同一屋簷下如何和睦共處！
兒子及媳婦因疫情都留在家中工作，家人朝夕相對，什麼
瑕疵都無所遁形，「相見好，同住難」的問題逐漸凸顯：一條落
在碟上的髮絲、一塊隨意放置的抹布，都是爭拗的導火線！我漸
漸明白為何不少人愛用「困獸鬥」來形容這段宅家的日子。坦白
說，沒有人願意活在這種氣氛繃緊的環境中，縱然大家都努力改
善，學習尊重、體諒、讓步、反思、改正，但仍時有失手和軟
弱，三歲的孫女卻教懂了我們如何欣賞。一天清晨，看見媽媽在
廚房裡，她咧著咀說：「媽媽在家真好呢！」然後哼起電影〈冰
雪奇緣〉主題曲Let it go 來！
能在一起，已是一種幸福，難怪當我與太太快要離開的時
候，兩個孫子每晚都在沐浴後躺在我們的床上要與爺爺、奶奶傾
訴心事：「爺爺，還有兩天您們便回去了…」話音未落，爺爺強
忍著淚水，馬上接著說：「那麼我們就繼續數算一下過去多月爺
爺與你們玩過的遊戲！」「蒙面俠、變魔術、摺紙船…」

邀請學生和雲彩之友一起出席。當一名學生知道她的牽手人將會
在雲端出現時，她興奮得數個晚上也睡不著；一些雲彩之友初次
聽見他們牽手學生的聲音時，也忍不住用標準的「港普」噓寒問
暖。儘管到了水的盡頭，前面再無去路，此刻安靜下來，仰望天
際，從幻變多姿的雲彩中重拾希望與活力。

疫境見真情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國疫情在短時間內受到控制，各
方的互助精神發揮極大作用，九月我在香港的隔離也深有同感。
我與太太是從疫情高危地方回港，除登機前要有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外，也需要酒店的訂房確認信，親友得知後便紛紛伸出
援手：我可幫忙找酒店、房間有電飯煲嗎？我剛將水果放在前臺
給你，公司就在酒店旁，可給你送來粥與腸粉，加油！好好安靜
默想，今午給你致電聊聊；自由後一起來個午膳…正是這些關懷
與行動，十四天很快便過去。
其實，回港前的半年，已是處在另一種的隔離狀態中！抵
美一個月後，隨著疫情嚴峻，學校停課、商場關門、公園封閉、
餐館禁堂食，只有藥房和超級市場如常營業。為了取得防疫和作
息的平衡，我們與兒媳作了明確分工，大家輪流每週一次到超市
購物、他們負責每天的早午餐和孩子梳洗，我與太太則管晚飯和
雜務。當孫兒都在夢鄉時，我們已在屋外散步舒展。疫情放緩
時，全家便會上山看花找野兔，到海灘衝浪觀夕陽，讓身心得到
釋放。
在我缺席下的昆明辦公室，同工分擔了不少工作，如出席
對外會議。二十年來帶領「雲彩會」的董事，在我香港隔離結束
後翌日便召開董事會相聚見面。那天晚上，首先亮相的是T恤短
褲的燦輝，一改平日校長式打扮，原來他剛在這學期退休。隨後
赴會的主席國生，甫坐下便湧來連番我們給他工作上的慰問。我
十分享受與董事的關係，那不僅是工作上的，更有兄弟手足之
情，我們一起夢想，也一起面對工作和生活上的跌宕。

坐看雲起時

十一月初，剛好是離家整整九個月，我終於在珠海隔離十
四天後登上歸程的最後航班，這趟有太太作伴心情自然不一樣，
加上數天後便與十多名大學生在辦公室舉辦的頒發助學金儀式中
見面，就暖在心頭，畢竟這些相聚機會在疫情中特別珍貴。

詩詞歌賦中有關「雲」的描述，都會引起我的關注，譬如
「彩雲追月」、「見證人如雲彩圍繞我們」、「雲上太陽」等，
希望能從中看到端倪，給工作帶來一點啟示。最近重思這一句「
坐看雲起時」，驚覺與現時的工作形態十分吻合！

回家了，但仍心繫那些在回家路上的人，他們因疫情失去
親友、工作、學習、健康，甚至信心與盼望，祝願他們一路平
安，早日回到那能安身立命的家園。

走不了，工作會受到影響嗎？事實上，縱使能回去，四、
五月的培訓活動也無法開展，主要是春節後學校因疫情停課，學
生一直留在家中不能回校。即使到了七、八月，我們的文化交流
活動季節，團隊也因飛機停航和隔離措施無法來訪。這段日子，
不單是「雲彩會」，整個世界都被瘟疫、死亡、減薪、失業、擔
憂、絕望的陰霾籠罩著，仿似詩人王維身處「行到水窮處」的境
況，然而接下來的「坐看雲起時」，卻似乎找到轉機！
「雲彩會」並沒有因疫情停擺，反而利用這個機會作深化
工作。我們透過網絡之便，給眾多高三畢業生、大學生、甚至畢
業生進行網上交流，更邀請雲彩之友參與和分享專題。這種方式
雖不如見面擁抱，同桌吃飯，細語高歌那般親切，但卻能輕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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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癘下的

雲彩情

那時我在武漢

熊文琴（大二）

2019年最後一天，微博首次出現了關於新冠肺炎的消
息，國家衛健委專家抵達武漢。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武漢疫
情的開始，那時我仍在武漢上課！
2020年1月中，學校按時放假，我回到石林老家過
年。1月23日上午，武漢正式封城。一踏進石林，我就接受
來自各個機構的詢問，登記資訊，每日上報體溫，漸漸體
會到被重點關注是什麼感覺！每天看到有關疫情的新聞，
看到武漢的樣子，總還有一種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感覺。
疫情就像「潘朵拉魔盒」，
當它被打開的一瞬間，疾病、瘋
癲、災難、罪惡、嫉妒、偷竊、
貪婪等各種各樣的禍害飛速地散
落人間，但智慧女神雅典娜也在
其中放入了「希望」，而希望對
於我們所有人來說，就如同黑暗
籠罩之下的光明，驅散人類心中的抱怨、糾結與憤怒。正
是我們都知道有希望的存在，所有我們沒有放棄過，舉全
國之力，支援武漢；以全民之力，與病魔對抗。
現在國內的疫情已經被有效的控制了，我們在經歷了
長達八個月的假期後，終於回到了學校。回到武漢，曾經
人群熙攘的天河機場稍顯冷清，城市裡的人們已經回歸了
正常的生活。國慶中秋時，武漢又回到了當初的繁盛。
當然，這次疫情只是緩和了，但沒有真正的解決，世
界範圍內的疫情還在大肆蔓延，我們也不能夠放鬆。不過
我相信，疫情終會過去的，人間再復生機！

疫情小感

張 偉（大一）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我看到
許多感人肺腑的故事，無論是醫務工作者的逆行，還是其
他各行業抗疫的行動，我都有以下深深的感悟。
珍惜：在疫情期間，我們大部
分時間都是待在家裡，與父母相處，
父母的細心照料給了我充裕時間備戰
高考。為了讓我安心備考，爸媽還特
意囑咐弟弟不要來打擾我，並且設法
給我改善飲食，並在我失落無助的時
候鼓勵我、安慰我。我要好好珍惜他
們的愛，日後帶著他們的愛去仗劍天
涯。這種特別漫長的假期，很容易消
磨人的毅力，在一天又一天的枯燥的「刷題」生活中，我
的意志力慢慢消退，成績也退步了！我陷入迷茫失落時，
心裡不斷想著考不上大學了。就在這時，同學們發來鼓勵
的話，雖然平實無比，卻給了我繼續前進的勇氣。如今我
們已在不同的大學上課，開始新的學習生活，但願我們一
生為友，珍惜這個美麗的世界、珍惜這寸寸光陰。
知足：快樂的人很多，或許他們並不知足；而知足的
人不多，但他們一定快樂。在這個假期裡，我對此有點理
解。我覺得知足並不代表不思進取，它可是一種特別的成
長。面對並不富裕的家境在和退步的成績，我耐心思考，
尋找解脫之道，以知足陪伴成長，在快樂中不斷進步。
自律：在疫情期間，在家舒適鬆散的氛圍中，我們可
能沉迷於玩樂中，失去了拼搏的鬥志，注意力被那些無聊
的事物吸引，喪失了自主學習、提升自己的動力。自律的
人利用這個長假期實現了逆襲，最後在高考中一鳴驚人，
考入了心儀的大學。所以，自律的人才能收穫豐厚，也只
有自律的人才能在未來的生活裡越來越出色。
儘管疫情給我們的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但相信艱難困
苦，玉汝于成，我們的未來會更加精彩，我們的人生會更
加燦爛。

疫 情 日 誌  

平劍成（畢業生，在北京工作）
27/12/2019 「你們看看，武漢出現不明肺炎了，說是疑似非典。」一位同事突然舉起手機給

我們說到，這條消息並沒有在我們心裡掀起任何的波瀾，大家只關心公司什麼時候放假，什麼
時候能回家。
回家的第三天，一如既往的在清早到市場裡買菜。但是，街道以及空氣中彌漫著
一種說不清的壓迫與緊張感，行人開始帶上了口罩。到了市場後才發現除了乾貨以及時蔬外，
已經看不到了宰殺活雞和水產品。上午十時傳來武漢封城的消息。此時，我才意識到，原來已
經到了封一城，才能救一國的危急時刻。這時立刻上網搜索口罩、消毒液和酒精這些防護用品，但都已售罄；店舖的都炒到
了天價！那段日子人心惶惶，街道上也沒了以前的年味，只有零星的鞭炮聲在提示著人們，新春已經來到。
23/1/2020

經過重重的關卡和檢測，我終於到達首都機場，之後被帶往指定點進行隔離觀察。隔離宿舍每天消毒，有專門
的人送餐，廁所分時分段使用及用後立刻消毒。在隔離的十四天，各人不能有太多交流，每天兩次測體溫並記錄。每當有身
體不適總會引起大家的擔心，還要考慮是否上報，每個人都承受著這樣的壓力，足足持續了一個月。復工後各人都要進行檢
測，確保每名員工都沒有問題。
24/2/2020

北京開始爆發二次疫情。經過傳染病源排查，鎖定新發地是海鮮市場進口水產品。恰巧在五天前，我和朋友在壽
司店吃了一頓日式餐食。我擔心自己會否被感染，那時有同事出現了發熱，及其他工地也有確診事件，一時間整個部門都風
聲鶴唳。北京市發來了所有建築工地員工核酸檢測的要求，我們所有同事有驚無險通過了。經過了三十九天的艱苦奮戰，我
們的工程項目也開始進入了尾聲……
11/6/2020

感謝「雲彩會」給我機會作這個日誌記錄，提筆前我的腦子是混沌的，但看完一個網上視頻有關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應
對後，我陷入了沉思，雙眼充滿淚水，我知道我不是孤身一人在北京面對疫情，而是同時感受到全國人民為疫情的付出，今
天中國的疫情能緩和，都是上上下下的同心努力，我深切盼望疫情寒冬漸漸離去，迎來的是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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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懌 」：磨 難 中 的

零的期盼

喜樂與盼望

   

珠海隔離

Fancee（雲彩之友）

2019年因著香港的社會事件，心情十分低落，幸好得
到一些來訪昆明的朋友安慰，才漸漸走出困局。
2020年1月回香港，打算換了身份證後馬上離開，
沒想到疫情開始爆發，到處封關走不了，結果一呆就是半
年！機票兩次取消，一個成長生活了半個世紀的地方，為
什麼會變成這樣？
在疫情中，親友怕被感染而很少見面。疫情將人與
人、國與國分離，人們只能生活在互聯網中。疫情也引發
了無煙戰爭，盡顯人性的驕橫與慾望。這時我唯有藉遊山
玩水，希望從中尋回對香港和年輕時的美麗生活記憶。以
前回港時間很短，與朋友關係疏離，但這數月我透過網上
及實體的活動，加深了與群體的關係，有了家的感覺。
最後放棄等候香港健康碼政策
的實施，便往珠海口岸過關隔離。
在酒店小房間隔離看似很困難，但
每天看書，做作業，聽音樂，踱步
一萬，找兩餐外賣，十四天便輕
輕鬆鬆地過去。隔離結束前一天，聽到沈祖堯醫生的專題
分享「行到水窮處」，有很大的感悟，更喜歡下一句「坐
看雲起時」。房間有一扇大窗，每天看到藍天和幻變的雲
彩，儘管有烏雲，但雲上有光，光永不消失！
疫情期間，經歷過親友突然離世的傷痛，回家無期的
憂慮，對社會前景的失望，但卻看到仍有恩典，讓我不斷
在學習信靠、順服、接納、包容的功課；對前路不過於擔
憂，不失去信心，不盲目附和，不活在恐慌中，要多以正
面的態度面對一切發生的事，因此，疫情也許是一個更好
未來的開始！

疫情「疊疊高」

李錦波（雲彩之友）

十月執筆時，香港仍處於疫情的第三波，相信很多香
港人也與我一樣，每日最關心的消息不是國際政局變化，
也不是本地的新聞大事，而是當天的確診數字。以前最怕
看到「零」這個數字，什麼考試零分，做生意得個零，但
現在卻最希望聽到「零」這個數字。
香港人每天的心緒都被確診數
字牽動著。從傳媒最常聽到的勸喻
字句：「出外要帶口罩，勤洗手，
保持社交距離…」，到防疫措施最
嚴謹的時候學校停課，食肆禁止堂
食，公共服務暫停，在家工作，街上變得冷冷清清，香港
面目全非！
疫情由新年後開始到現在已經反反覆覆持續了
九個月，沒有人知道社會何時才可以完全恢復原貌！
春節前，我還在很多的活動中忙得打轉：唱歌班、探
訪安老院、二胡班、太極班、合唱團、還有一些社
團及長者服務等，現在卻要呆在家中，家務做多了，
廚藝也精湛了，不過賦閑在家，不期然地與太太為
著蔥頭蒜皮的事吵起來，這也是在家中鬱悶所致！
現在少了與朋友親身接觸，幸好有科技之助，期間所
有聚會及會議，都可以視像進行，和致電關心一些長者。
母親的居所離我家頗遠，疫情期間只能多以電話視像問
候，意外地發現在電話中更可以聊得暢快自如。
五、六月疫情稍為緩和，防疫措施亦相應放寬。經
過長時間困在家中，當得悉可以和朋友聚會見面，心情興
奮不已，朋友見面時就像久別多年一般雀躍興奮。但好景
不常，七月開始疫情第三波爆發，大家又被迫呆在家中。
原本報了二胡考試，現在都因疫情一再延期。怕工夫生
疏，間中拿起二胡拉一兩遍。現在我們好像處於黑暗的隧
道中，不知哪裡才是盡頭。期望疫苗早日成功研發並廣泛
使用，讓經濟盡快復蘇，重回過往繁華的日子，人人不再
活在恐懼中。這段時間我們唯有學習與病毒共存，繼續等
候，除做足防疫措施外，也得要調整心態，樂觀面對每一
天，風雨後的彩虹終必顯現！

朱珮珊（雲彩之友）

過去一年，對抗新冠肺炎是其中一個全球的共同回憶，再精準的資料，也不能把疫情所帶來的影響全部記下，再有效的
疫苗，也不能把疫情所造成對身體和心靈的破壞完全治癒。這些無法抗拒的災難可有它深層的意義？
我在英國倫敦撰寫此文時，當地正處於第二波疫情的開始。疫情轉壞，學校決定停課五周。留在
家中，每天看到的新聞都是駭人的新增個案和死亡人數，各國的醫療系統如何接近崩潰。焦慮、恐懼的
情緒慢慢的累積，心裡充滿很多不安的聲音，那種感覺就如玩「疊疊高」積木遊戲，當主要木條被抽取
後，高塔變得搖搖欲墜。這些主要木條就像我的健康、學業、前途、工作、收入和人際關係，一直以來
我都以為我已擁有這一切，其實是錯誤的！七、八月間參與了兩場由雲彩會為大學生舉辦的網上交流，
主題是「自我價值」，從中讓我反思原來我的自身價值大部分都建基在這些「我的」之上。疫情讓我發
現沒有一樣東西是真正屬於我的，甚至我的人生！

作者（最右）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疫情開始時推出很多與其他國家做法不一樣的措施，他更肯定這些措施的可行性，並承諾會與團隊
合力帶領國家走過疫情。可是，過了不久，連他自己也確診了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切權力、財富、地位、技
巧、知識、關係，甚至生命，我們都沒有最終擁有權，我們只是一名託管者！這個領悟教我從那「疊疊高」危塔的不安感覺
中釋放出來，也讓我明白這些「木條」並不是用來建立我的高塔，反而要將它們置於桌上，給人方便使用。這是一個倒空自
己的過程，也是一個將眼光由注目自我轉移至別人的需要的體驗。
疫情下我看到溫情處處：各國的醫療團隊在防護物資不足下，仍能堅守崗位，服侍和搶救病人。也想到「雲彩會」的畢
業生那份感恩的心，驅使他們工作後作出回饋。「雲彩會」的員工和雲彩之友更在此時發揮創意，獻出時間和心力，給予學
生關懷和鼓勵。當人們的眼光不再注目於自我，而是在別人的需要上，一起共用這「木條」時，困難就不算得是什麼，我們
更可以發現那個隱藏珍寶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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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雲彩學生於十一月收到助學金後，
不少即回覆表達謝意，大一生更分
享如何適應新學習生活，且聽聽他
們的心聲。

感激如江水.....

各位愛心人士

， 您 們
好！我已
收到本年度的助學金。很遺憾的是，由於學校的
封閉式管理，不能參加助學金頒發儀式，親自領
取，也錯過了和愛心人士見面交流的機會。進入
大學以來，生活和學習過程中遇到很多困惑和不
解，也很迷茫，但想到背後有愛心人士的支持與
鼓勵，我便積極努力的適應這個大學環境。在這
個美好的季節裡，你們用金
子般的心，幫助了我們，把
曙光和希望帶到了我們身
旁，讓我們可以完成學業，
用知識來改變未來的人生道
路。你們的愛心讓我們感受
到社會的溫暖，我們一定做
力所能及的事去幫助他人，
將愛心傳遞下去。

大學生活

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沒有人們說的那麼輕
鬆和閒散。大一剛開始就滿課，週末還有各種補
課，感覺節奏跟高中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高中
只是學習，大學則很多事都是要自己安排。剛開
學的時候，上課難以集中注意力，課程也覺得異
常無聊，總忍不住低頭玩手機。後來認識了好多
優秀的學長，按照他們的建議好好聽課之後，發
現上課也不是那樣枯燥。後
來加入了一些社團，每天都
有事要做，有時候一點私人
時間都沒有，但是也很開
心，學到好多技能，結交到
很多有趣且優秀的朋友。現
在開學已有三個月，大學生
活也逐漸適應，每一天都過
得充實忙碌。感謝「雲彩
會」的一直相伴和幫助。

李曉梅（大一）

魯鳳英（大一）

財務概況

緊絀依然
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年度，「雲彩會」的助學金和行政費捐款約共港幣124萬元。這年度受助學
生共322名（較上年度減少65人，主要因雲南師範大學和石林一中停止與「雲彩會」合作，我們無法繼續
支持原來資助的學生），包括179名大學生和143名高中生助學金支出約港幣50萬元，文化交流及培訓活
動和行政支出約港幣82萬元。由於疫情影響，大部分的文化交流和培訓活動都無法舉行，然而我們卻通
過網上和其他方式給予學生關懷和鼓勵。
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年度，受助學生共305名，包括247名大學生和58名高中生，助學金共港幣
52萬元。在12月助學金發放完畢後，「雲彩會」的結存只有港幣6萬元，但已包含預收的活動費用，餘款
只能應付一個多月的經常費開支。雖然疫情也引致捐款減少，但卻看到不少愛心人士竭盡所能作出支援，
深信在大家同心合力下，我們能走出經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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