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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素情懷 牽手人與學生書信往來

編者語：「尺素」原指小幅的絲織物，後引伸作書信。學生和他們的牽手人（資助人）天各一方，為讓他們更多認識和建立更深感情，
我們一直鼓勵他們以不同方式互通消息和交流，例如書信丶電郵丶微信丶QQ等。每當他們收到對方的資訊時，都如獲至寶！「家書抵
萬金」，在雲彩裡，我們儼如家人，一聲您好嗎，一句我感恩，都足以令人暖心！於是，今年三月，我們發起了學生給他們牽手人捎個
問候行動，結果收到六十封來信！期望以下選錄的幾封往來書信能讓我們有見字如面的感覺，以彌補疫情下不能造訪學生的遺憾！

雨杰 致 雲彩 家長書

植森 致 雨杰 書

2

第40期 2022年7月

尺素情懷

牽手人與學生書信往來
親愛的義傑：

親愛的周旨穎姐姐：
您好！……去年今日我還是一個為高
考奮戰的高三生，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大
學生了，時間過得真快，上學期經歷了
很多事情，感覺也成長了不少：我是一
個內向的人，用現在的話來說我有「社
恐」（社交恐懼症），害怕跟陌生人說
話，更害怕在人多的場合說話，但來到
大學以後，不時都需要在人多的場合講
話，感覺現在似乎沒那麼「社恐」了，
還挺開心的。我還參加了一個名為「五
彩石」的志願組織，每名成員都要給結
對的小朋友批改作文，約一個月一次。
我結對的小朋友跟我同姓，挺有緣的，
看著她在我的幫助下作文水準有所提升，我十分開心，也讓我想
起當年我給語文老師修正的場景。
我的專業是醫學技術類，下個月就要分小專業了，我想選視
光學或者聽力與語言康復。經過上學期的學習，我發現學醫要背
的東西真的好多，但是因為這是我熱愛的，所以感覺也還好，可
能是自制能力不強，成績也不是很理想，這學期我會好好努力學
習的。
對了，微信上有一個叫「張三堅」的公眾號的文章我特別喜
歡，筆者的文字細膩又有趣，他主要寫一些書評和影評，看著他
的文字根本想像不到他是一個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他不是一個
遇到挫折就放棄的人，反而一直給讀者傳遞愛，我會以他為榜
樣！
最近多地疫情都挺嚴重的，姐姐出門要注意安全，記得戴口
罩，祝您工作順利，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你好！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已漸漸適應大學生活。我今
夏將會大學畢業了，你讓我回想起自己剛上高中時，從十分不習慣當
時的學習模式，到後來慢慢掌握了技巧，與同學合作做功課的方法等
等，看到你的成長和改變，也為你感恩。我的性格算是樂天外向，在
校裡也要常常站出來在眾人面前匯報，接觸不同專業的同學，與他們
討論有關學校話劇製作的事，所以十分明白這需要很大勇氣的！很開
心我們都克服了這個「社恐」。
我的專業是舞臺佈景及服裝設計，主要是為不同的舞臺表演例如
話劇，舞蹈等設計合適的場景和表演服。最近我就正在準備一個話劇
，是一個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的音樂劇。故事大概是說一個十分貧窮的
鞋店售貨員，突然收到一份跟自己素未謀面的舅舅留給他的六百萬元
遺產，但條件是要帶著坐在輪椅上的舅舅到外國旅行，讓他可以最後
一次享受陽光與海灘。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他們旅遊的經歷卻讓
人捧腹大笑。看劇場表演讓我可以休息放鬆，甚至反思自己的經歷和
人生。你對劇場表演感興趣嗎？有時間不妨看看！
很快我便要進入「社會大學」了，
現在要開始找工作，心裡有些迷惘，
不肯定自己專業的行業是否真的適合
自己，但很開心與你一起分享成長中
的掙扎與快樂！前面的路，我們定會
遇到不同挑戰，但「要相信一切是最
好的安排」! 這是一句歌詞，來自廣州
歌手陳蕾，在每次困惑時，也會聽聽
，因為歌詞給我動力，相信上天給我
們的安排一定是最好、最合適我們
的。
彼此加油，並肩前行！好好享受
快到的暑假啊！

旨穎
2022年5月31日

蕭義傑
2022年3月26日

海洋同學：

敬愛的李錦波爺爺：
您好！……高考後，我成功來到心儀
的大學，以為應該很愜意吧！不過很快
便發現讀大學真的很頭痛啊！以前小學
初中的日子，每天都是無憂無慮，高中
時只顧讀書，現在上了大學要考慮的事
情實在太多了：金錢分配丶學業成績丶
前途未來，還擔心能否找到女朋友丶對什
麼人說什麼話……肩上背負的東西越來越重，
人也越來越累！很羨慕電視裡那說走就走的灑脫，可
是我做不到，我有勞碌了半生的爸媽要孝敬，有年幼的妹妹要
關照，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回報您。電視裡的灑脫
只是戲劇罷了，現實生活中，人人都活在重重束縛之下啊！
……高中畢業後我經歷了生平第一次戀愛，但卻有如曇花一
現，轉瞬即逝。雖然我很喜歡她，甚至將我擁有最好的東西及
最大的關懷都給了她，但正如別人說，人家不是要找另一個爸
媽啊！也許她嫌我太煩，或者根本不喜歡我，不過這段戀情卻
值得我珍藏和作一輩子的回憶，縱使是被人狠狠的甩了！……
最後呢，祝您身體健康，長命百歲！噢，記得代我問候奶
奶啊！謝謝！

張海洋 敬禮
2022年3月某天

你好！……謝謝你分享了很多生活點滴和體會，就像與親人
無所不談的那樣坦率真誠。從字裡行間，看出你是一個思想成
熟、富有內涵及責任感的人。你對父母的那份孝心、對妹妹的
那份情懷都讓我很欣賞。
你的第一次戀情，即所謂初戀，這都是很多少年十五二十時
的經歷，當然也包括我自己。想當年我唸中學的時候，由於是
男校，沒有女生，因此從沒有接觸女生的經驗，當第一次參加
派對和女孩子跳舞時，緊張得心臟砰砰地跳，掌心出汗，這感
覺現在仍在記憶中。其實初戀，無論是熱戀，暗戀、單戀，最
終能開花結果，成為生命的另一半都不多，所以你這次第一次
就當是累積經驗吧，正如你所說，緣分到時，上天定會為你預
備最好的終身伴侶。
人長大了，確要背負很多責任，這是
人生必經的階段。累時，就好好睡
一覺，憂悶時，就拼命地做運動，
難過時，就想想那些值得感恩的人
和事。讓我分享幾句名言睿語：「
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
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不要沉醉過往的傷痛，不要
預支未來的憂愁」。…..
最後，祝願你身體健康，開心每一天，
也祝福你早日實現理想，包括找到終身伴侶！

李錦波爺爺
2022年5 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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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波哥哥：

李玉虹：

你好！見字如面，時間過得真快，距離我們上
次見面已經很久啦！最近生活好嗎？過年時我發給
你的祝福有沒有看到啊？現在我已經大三了，我正
在實習和考研（按：即投考研究生之意）之間猶豫
不決，想問問你的意見。
受疫情影響我們已封校快一個月了，外賣和快
遞都取不到，教師資格考試也取消了，我還為此考
試準備了很久呢！不知道疫情對你有沒有影響？要
注意防護呀！希望你
能事事順利，開心
一點。最近的空難
事件讓我感受到生
命的無常，真要好
好珍惜生活啊！真
的非常感謝你的資
助，我不善於表達自
己的情感，只能在這裡真誠的說一句謝謝！
快上大四了，內心充滿焦慮，想早點出去實習
以減輕家裡的負擔，但老師們都建議考研，我也詢
問了家人的意見，他們也表示支持。我也不清楚自
己要不要選擇跨專業，又怕選錯後悔。我對未來的
生活充滿迷茫，不知道當時大四的你是怎麼想的，
外面的社會真的很殘酷嗎？考研真的很重要嗎？希
望文波哥哥能給我解惑啊！
你也要注意身體健康啊！謝謝你之前和我的聊
天，給我在焦慮時帶來力量。我也會積極調整心態
，希望你也是一樣。期待你的回信，也期待我們下
次見面啊！

你好！很開心收到你的來信，讓我想起從前讀書的時光，十分懷念那無憂無慮的
大學生活。「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你感謝的不應該是我，而是雲彩會，是雲
彩會讓我們相識、相知，我只是在做一些回饋的事情。還有一年你便畢業了，有一
些話很想對你說呢！
不稱職的哥哥：從我資助你到現在，我只知道資助的是一個名叫李玉虹的石林女
孩，其他我們聊的話、您的專業、您讀大幾，我都不大記得，只有翻看了我們的聊
天記錄，才一點點想起來。
考研是否重要：在我的理解，這個和就業有關，你若想專業和學歷更上層樓，想
將來更好找工作，那就要考研，我還是希望你考研的，畢竟學歷還是很重要，我也
是今年才拿到本科函授畢業證！
是否需要換專業：我覺得你這個專業挺好呀！將來也許可以成為科學家，但這只
是我個人的想法，不管你換不換專業，前提是，自己做出的選擇，再苦再累也要堅
持下去。2016年，在實習之際，我選擇了再次學習，前往重慶學習程式開發，半年
的學習時間，我從事了與自己大專時毫無關係的行業，現在，
我一直堅持在這個行業中打拼，一直在自我學習，自我積累，
不斷的完善自己，所以，當你選擇走哪條路，就一定要堅持下
去！
社會很殘酷：大學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縮影，但進入社會後，
你會經歷各種各樣的難題、人際關係、勾心鬥角，有的時候你
會發現自己是那麼的無力。但請放心，所有的問題，只要你認
真去對待，總有天晴的時候。
希望我的經歷能勉勵你前行：2020年，在疫情爆發之年，我
和朋友創業了，做銷售、做需求、做方案、做設計……做專案
。我一直在努力拼搏，為家人、為自己謀求更好的將來。幾十
年後回頭再看，能說一聲今生無悔。
生活的不如意是短暫的，沒必要因為一件事、一個人、一
利益，就改變了自己的初心。所以，也希望你不忘初心，勇往
向前，努力去為自己的未來奮鬥！

李玉虹

桑文波

2022年3月27日

2022年6月2日

桃李芬芳 受助畢業生教學分享
九年磨一劍

陳陸換

我2013年畢業于雲南師範大學，畢業後任教於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
樂居鎮中學，成為一名數學老師，轉眼已工作了九年。昭通位於雲南東北
部，這裡地理氣候相對惡劣，然而學生努力學習，家長也很重視教育。起
初的校舍非常破舊，設施也不完善，學生住宿的紅磚房黑暗潮濕，有些甚至
是臨時搭建的活動板房，冬冷夏熱，非常艱苦。後來政府大力改善，現
在的學校擁有寬敞明亮的教學樓，寬大的食堂，乾淨整潔的學生
宿舍，塑膠跑道的運動場、書吧、舞蹈室、鋼琴室等，教師宿
舍也是單人的，設施齊全。
一個人在昭通，有時也會想家，但因同事的關愛，加上學生
的濃情，有些更在畢業後回來探望，讓我倍感安慰。然而在我初出
道時，面對學生問題會脾氣暴躁，經過日子的磨練，努力提高自己的
講課水準的同時，我漸漸學會更多與學生相處之道，多跟他們談談心，
多說鼓勵的話，誇獎他們，我也變得越來越有耐心，學生從以前對我又
敬又怕轉變成喜歡、敬愛。
在社會經濟化的洪流推動下，許多學生都是留守少年，他們的父
母在外打工掙錢，每年只能於寒暑假期才回家，出於不能陪伴孩子
的愧疚，往往什麼都不讓他們幹，部分學生更安於享受父母辛苦
給他們掙來的舒適生活，沉迷於手機遊戲。現在離異家庭愈來
愈多，一個班可以有七至八個來自這樣家庭的學生，他們常
感到迷茫絕望，有些甚至患上嚴重的抑鬱症，需要老師的
特別關心與開解。
作為一名班主任，我很注重學生的心理健康，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不至感到孤獨無助，也鼓勵他們敢於表達自己，不要壓抑情緒。
我慢慢發現，學生們變得活潑開朗，正直善良，愈來愈像他們班主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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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教育是沒有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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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蓉豔

2020年夏天我在雲南師範大學畢業，之後在位於昆明的西南大學官渡實驗學校任教數學和兼任班主任，兩年教學
摻雜了辛酸與甜蜜，我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呢！
畢業時，憑藉滿腔熱誠成功競聘教席，但終究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現實，我自以為憑藉自己出眾的處事能力，
一定可以在這個崗位上游刃有餘，事實是家長的不理解，讓我委屈嚎哭到半夜，堆積如山的教學任務告訴我生病不可以
請假，不可以娛樂，不可以……哈哈！還好我總算撐過來了。在日復一日的錘煉中，我在短短兩年積累了很多與學生和家
長的愉快的相處經驗，以及如何提高孩子們的數學成績。
我的初二班的小可愛，他們和我一樣，對這個世界桀驁不馴，喜歡沉浸於自我表
現，雖然我在短短兩年已經被生活磨平，但是這些孩子還是從我的骨子裡沾染了這些壞習
慣，因為現在的我還是喜歡收斂的孩子，就暫且覺得是壞習慣吧！有的時候覺得他們愛所有科任老師
（除了我），可是他們又記得我的每一次生日，偷偷聯合英語老師和家委給我訂生日蛋糕慶祝。
愛的教育是沒有錯的，孩子們傾向於在溝通中認識道理而非暴力，每個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
和未來，都有他們獨特的一面。在我的班級裡，孩子們不會因為成績差被罵，但是會因為行為習
慣不好而被教育，因為教師的職業良心是育人。
我現在愈發熱愛這份職業，看著孩子們不斷進步，內心滿足快樂！

村校校長之路

張宗吉

從一個北漂浪子，變成一名村校校長，這段六年多的路程會是怎樣？就讓我跟你們分享吧！
2015年我畢業於文山學院的政法經濟學院。還記得那年畢業前林老師問我有否興趣來雲彩會工
作，當時我告知他我想出外闖蕩，結果甫畢業便與幾個同鄉小夥伴去了上海、浙江，進過汽車配件
廠、電子廠，後來嫌工資低又跑去廣州鑄造廠，每天在2000--3650攝氏度的熔爐旁工作，可能因為吃
得苦和工作表現突出，半年後就晉升為班長，不過這個經驗改變了我的觀念。工作了大半年，在2017
年3月我返回家鄉曲靖準備投考教席。
備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耐心，可是一兩年沒有看過書了！我又重新開始找工作，跑過紅河、貴
州畢節、六盤水、文山、曲靖、宣威，卻全部落空，後來在2017年7月考上了文山富寧的小學教師崗位。在那
裡教學四年多後，去年9月我調至通同鎮的文山州富寧縣田蓬鎮幹槽子小學任校長。學校有5個班級共92名學生，
附設幼稚園17名學生，教師10人，後勤1人。
當了校長不到一年，我感受到作為領導並不容易，由於是村校，我身兼多職，除任二年級數學老師、數學功能室管理員，還要管理學校綠化，
和兼職代課老師，加上疫情防控工作，壓力極大，身心勞累！然而，這是自己輾轉多地選擇的道路，再苦也要堅持，畢竟這是自己的事業。
學校管理工作是一項複雜而繁忙的工作，學校的發展需要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需要全體教師有高度的責任心和事業心，有一顆樂於奉獻的愛心，
尤其是學校的領導者和管理者，更應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處事能力。作為一校之長，我時常提醒自己，不能只成為「領導校長」，更應是「制定和
實施學校各項規定的校長」，要努力打造一個團結、務實、能幹、肯幹的班子隊伍，共同實踐學校教學育人的理想。

無窮之路雲彩篇

林植森（執行總監）

去年十月中，本來計畫往香港約兩至三個月便回昆明，可是因疫情轉趨嚴峻，難以獲取北上名額，結果又經
歷了另一段漫漫回家路，直至六月中才踏進家門！
縱使如此，這段留港日子也是蠻有意義的，既能與家人丶雲彩之友，新知舊好痛快相聚，也能與港人共渡時
艱，感受他們的鬰結與無奈。這對雲彩會帶來重大的啟示，因為事工的發展需要彼此更深的瞭解才能持續下去，
假如一般人都以為中國現在都已富起來，沒有窮人了，那麼雲彩會就再不需要繼續做扶貧助學的工作，因此我要
透過在前線的親身體會，細心向他們解釋，中國的扶貧工作無疑已獲得美好成果，然而我們這類NGO仍扮演著支
援角色，促進祖國走向全面脫貧之路。況且，雲彩會除助學之外，也推動文化交流，和給受助人全面的關懷，這
也是備受當局肯定的方向！
這段日子，我們把握不同時機給學生送上祝福與問候，還分別招聚了相同行業，如創業丶教育丶醫護的畢業
生進行網上交流，互相勉勵。
因疫情的影響，這兩年愛心人士沒法到訪，我們的工作量相對減少了，捐獻收入也不足，我們唯有
縮減部分員工的工時和薪金，以節省開支，感恩同工予以理解，仍然全心投入工作。
穩定經濟狀況始終是雲彩會每年的首要任務，我們能影響多少生命，就要看我們能資助多少學生，
這需要大眾的回應才能成事！現在我們正呼籲支持者繼續同行，也邀請新朋友加入接下來九月新學年的
助學行列，將那份初心與使命延續下去，也歡迎您將此需要與別人分享。
經歷三周的隔離後，在昆明出席了畢業生父親節午餐會，畢業生扶老攜幼，甚至約同親友，濟濟一
堂同賀應與媽媽一樣受尊敬的父親！餐後更品茗暢談，參觀畢業生經營的花店，之後兩天相繼造訪初為
人母和創辦花棚的兩名畢業生，更難得遇上他們來自省外的家人！
若要數算雲彩會創辦近22年的成果，這點點滴滴已足讓人感到滿足與快慰，更不用說在我完成隔離後於深圳機場將兩名在深圳工作，也剛當了新娘子的
石林一中學姐妹，在分隔十多年後再連在一起的喜悅！
第三個疫情下的暑假就在轉角處，憑藉過去多年團隊來訪的熱鬧與激情，和香港回歸25周年的歡慶與砥礪，我們仍會嘗試以不同方式與受助者保持聯繫
與交流，因為我們相信扶貧工作的成功，是讓人在困境中仍感受到人間有愛，對前路懷有希望，和對自己的肯定，這些我們都在受助學生身上逐漸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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