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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4月 19日的清晨，電話鈴響了。電話的另一端傳來育

洵兄嫂的聲音，心裡升起一絲不祥的預兆。不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

育洵走了，就是那個清晨，那麼匆忙，讓人措手不及。 

 育洵熱愛生命，充滿活力。她善良慷慨，樂觀豁達。自 2008

年退休後她就決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自己的至愛 – 加入美國愛

基會的陣容為邊遠貧困孩子們的教育而努力。育洵做事認真，嚴謹。

她曾說“作為美國愛基會成員，我跑到平湖新華基金會去探視珍珠計

劃。唯有身歷其境才能對這個項目有通徹的了解”。 

 從 2006年她就開始有了構想，在同學間發起了建一所愛心小

學來慶祝我們一甲子的生日，於是“春風化雨計劃”誕生了。退休後

她更是不遺餘力的為這些孩子的教育而奔波。除了捐設愛心小學，愛心圖書室之外，她更遠涉平湖，

在我們的姐妹會“新華愛心教育基金會”做義工，尋訪珍珠生。她並另備款項來幫助有特別需要的珍

珠生。她除了給孩子們經濟上的幫助之外，她還經常充當啦啦隊的隊長給他們精神上的鼓舞，告訴他

們不要灰心，不要氣餒，只要努力一定會成功。 

 2009年育洵回到台灣她長大的地方-花蓮玉里。在台灣愛基會花蓮分事務所詹清壽主任的陪同

下，訪問了花蓮東部山區的學校設備和孩子們上學的問題。這又萌發了她的另一個構想 — 為山區的

孩子們做點事。2012年我們在台東捐建了兩所愛心圖書室並捐助花蓮的夜間課輔班。我們看到了豐碩

的成果。 

 無奈 2011年她的癌症復發。經過兩年的奮戰，2013 年 4月 19日病魔還是奪走了她的生命。給

大家留下了無限的懷念。 

 “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現台灣監察院院長王建煊先生聞訊，特親筆寫此箋致哀。 

 育洵理事， 

    聖經上保羅說：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已經守住了！ 

    這幾句話用在妳身上十分恰當 

    特別送給妳，希望妳在天之靈會喜歡 。 

   王建煊 

    敬輓  

   2013年 6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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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化學系的同學們在痛失老友之餘，都在

想用什麼方法來紀念育洵才是最有意義的。 記得

2009年育洵回玉里老家時曾看到附近山區的孩子們

上學交通不便，學校設備也十分缺乏，就一直希望

能有機會為她的故鄉花蓮玉里附近的弱勢孩子們做

點事。為了達成育洵的願望，也為了延續育洵這一

生的大愛，同學們討論後決定成立一個專款做為幫

助台灣東海岸偏遠貧困的孩子們教育的基金。大家

都同意這應該是最恰當的方法來紀念育洵了。 

 在馬宏晉會長的支持和幫助下“育洵大愛留人間”的專款計劃於 4月 25日成立了。班代表賴

大元立刻自願出來統籌計劃，由台灣愛基會花蓮分事務所的詹清壽主任和陳雅玲女士協助規劃。再加

上在台同學陳秋炳，洪愛娜夫婦自願出來做愛基會和同學

之間的聯絡人，把“育洵大愛在人間”計劃的進展逐步向

同學們匯報。 

 自從專款計劃成立後，同學們都踴躍參加。育洵的

一些好友也加入陣容。至今籌款總額已逾十萬美金。 

 為了“育洵大愛在人間”的規劃，詹主任曾親自到

台東花蓮附近勘察各地的需要並詳細的與同學們分析，研

究。在賴大元，陳秋炳夫婦和台灣愛基會的共同努力下

“育洵大愛在人間的計劃”已有初步的成果了： 

 

1. 捐贈下列花東國圖書室-命名為“育洵愛心圖書室”： 

 *台東縣關山鎮德高國小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小 

 *花蓮縣卓溪鄉立山國民小學 

 

2. 成立育洵大愛留人間獎助金-台灣的拾珍珠計劃 

 *扶助花蓮，台東學業成績好，卻因家庭環境貧困而無法升學的學生繼續接受教育。 

 *補助課輔班學生之高中自修教材費用。 

 

3. 購置一輛八人用公務車 

 *亟需於接送課輔班學童之用。  

 *大力助於愛基會工作之運作。 

  

 育洵大愛計劃目前仍在進行中，陳秋炳，洪愛娜夫婦將會繼

續與台灣愛基會一起推動這個計劃。願育洵的大愛將會在海峽的兩

岸繼續不斷的發出光芒，照亮那些邊遠貧困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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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董事長：您好。 

 我因公出差在外，昨晚回到學校接到您和凃原兄的信件，知道育洵去世的消息，真是讓我震驚

與心痛，久久不能自已。 

 2010年育洵来到平湖基金會，協助我们相關文件资料與照片的歸檔整理，對撿回珍珠計劃提出

各項建議，與珍珠生面對面的訪談；近两個月的時間裡，育洵生活簡樸，工作認真負責，與同仁們相

處融洽，臨行還承諾未來有機會還會再來當志工。 

 回去美國後，育洵經常與我在晚間以 Skype 互相聯係，給我許多關懷與鼓勵，讓我倍感温馨；

對新華爱基會的工作，仍然十分關心，並陸續以電話訪問茅鐘琪老師、劉黎理老師，就她們如何來到

平湖参與工作，協助王創辦人開辦學校、基金會的艱辛歷程詳盡追尋並記錄在册，做為美國愛基會的

文宣資料，育洵费盡心力，全心奉獻的精神，真是讓我們佩服不已。育洵返美後，告知我癌症復發的

消息，我也經常去電鼓勵，她每次都告訴我要全力與病魔拼搏，也同意接受醫院的藥物實驗治療，随

後賣房子搬家與波士顿兄嫂同住，便于就近照料，這些都在我們的密切聯係之中。 

 2012年 5月，育洵得知我在私下幫助幾位家境特别困難的珍珠生（包括高中和大學生），她也

要求加入並立刻匯來了美金 8000 元，也請我在基金會同仁訪視學校時遇到特别需要資助情況時動用這

筆錢；我非常樂意與她分享幫助窮困學生的喜悦，另外，經過育洵的同意，還分别幫助了河北滄縣一

中手術後復學的珍珠生李浩楠同學（原資格已被取消，由其他同學替補），雲南保山一中品德良好、

奉獻愛心，將自身珍珠名额讓給父亲殘障同學的朱艷華同學增補為珍珠生，山東曹縣一中丁璽同學

（單親母患病，為小學代課老師，800元/月）增補為珍珠生，每當我將這些孩子的情況向她匯報，她

都毫不考慮的欣然同意；今（2013）年 1月 9日，育洵病中又匯來美金 5000元，似乎预知她的病情不

輕，也在電話中一再請我“幫忙”她，尋找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家庭與孩子，從這些細節中我真正看

出了存在她心中的大爱和那平凡中的偉大！。 

 昨日晚間，我以電話分别通知了我們一起幫助的孩子，他（她）們聞此噩

耗，均痛哭失聲，一個孩子發訊息給我：上天哪，你怎麼忍心將趙阿姨這麼善良

的好人带走呢？，我勉勵他們要好好努力，將來步入社会，带着感恩的心，關懷

需要幫助的人，以不辜負趙阿姨在天之靈。 

 育洵的善款還剩餘人民幣 56112元（均存在基金會趙育洵女士專户中），

我一定會依照育洵的嘱托，將這筆錢用在最需要幫助的家庭與孩子身上，希望育

洵在天之靈，能含笑的看着受她資助的這些困難孩子長大成人，回饋社會，完成

她的心願。 

 讓我們一起祈禱，讓天使带着她的靈魂前去，長眠在那没有病痛，没有烦

惱的極樂天堂；永别了，親爱的育洵！    姚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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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驕陽似火， 

灼燒了我受傷的靈魂。 

剛剛從人生的轉折點徹了下來。 

我的心在流淚，在滴血。 

本想“跳出農門”， 

一改往日的尷尬， 

可無奈，老天， 

十足地捉弄人， 

又一次將我重重地， 

拋給了殘酷的現實。 

那一天， 

天瓦藍瓦藍的， 

沒有一絲雲彩。 

一個電話， 

將我從汗流浹背的窘迫中， 

解脫了出來。 

既然， 

知識殿堂給我關上了大門， 

只能用汗珠麻痺不屈的靈魂。 

一聲問候， 

來自地球的另一端， 

“你還好嗎？” 

一句鼓勵， 

漂洋過海而來， 

“好好複習”， 

一個支持， 

從電波那頭傳了出來， 

“再試一次，你一定能成功！” 

一抹微笑，和藹的， 

在我心田上閃現； 

一張面孔，慈祥的， 

在我的腦海中映出； 

一番話語，溫暖的， 

在我耳窩中回響。 

 

從此以後， 

不屈的靈魂又找到我了， 

我又找到了前行的路， 

路的前方有一盞明燈指引， 

引領我奔向輝煌的殿堂。 

風雨中，有我前行的身； 

烈日下，有我揮撒的汗珠； 

晨曦裡，有我奔跑的姿勢。 

每當我跑累了， 

想停下來休息的時候， 

總覺得有一雙眼盯著我。 

一隻，從地球的另一面飄來， 

給我力量！ 

一隻，從美麗的海灘上射來， 

給我希望！ 

讓我重新拿起了奮鬥的刀槍， 

用力拍打著成功的大門！ 

 

清晨，我讀書的聲音在霧靄裡飄蕩； 

中午，我演練的筆頭在紙間沙沙作響； 

深夜，我亮著的檯燈照亮了黑夜； 

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在隴東， 

這片北風呼嘯的地方， 

我找到了屬於我的象牙塔， 

-----  用筆端書寫人生； 

-----  用文字感染心靈。 

正當我在象牙塔中， 

不停的遊走尋訪。 

自己遨遊的空間， 

馳騁的原野， 

轉身， 

卻已找不到您。 

 

噩耗傳來， 

-----  無情地病痛奪取了 

您的寶貴的生命。 

就在那一刻， 

空氣都凝固了。 

蒼天啊！ 

為什麼？ 

善良的人一個個離我而去。 

五彩的時間只剩下單調的白色， 

白得肅穆，白得淒涼！ 

娟子說： 

“阿姨是被天使帶走的， 

帶她去了美麗的天堂。“ 

但願，天堂裡， 

就在昨夜， 

我剛剛聽到， 

聽到了您駕仙鶴去的噩耗， 

便做了一個美好的夢。 

----- 在夢中， 

我和娟子一道捧著鮮花， 

您就站在我們的面前， 

含笑看著我們。 

輕拍著我倆的肩膀， 

“真好，你們都成功了！” 

我知道， 

昨夜，  

您來過我的窗前， 

也去過娟子的窗前。 

您知道， 

即使， 

您的生命停止了呼吸， 

靈魂也放心不下， 

這兩顆待發光的珍珠。 

 

沒有病魔，沒有苦痛！ 

娟子和我一樣， 

也是您身上的， 

一顆明亮的珍珠。 

阿姨，放心！ 

您的兩顆珍珠， 

心裡藏著的， 

滿滿都是對您的愛。 

在不久的將來， 

您定會在天堂裡， 

微笑著看到， 

您曾經細心雕琢過的珍珠， 

在璀璨的夜空中熒熒閃現。 

 

阿姨，請您告訴我！ 

我拿什麼來感謝您？ 

雙手合十，為您祈禱， 

阿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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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緣—慶祝甲子生日 
2006 年來到之前，美國報章開始寫二戰後的第一批嬰兒潮就

要進入 60 歲了, 這就是他們那一屆。兩位女同學在元旦日

談起如何共同慶祝 60 歲生日呢?  她們想效法師大附中老師

江芷的兒女，捐建一個學校來紀念母親。於是開始寫信徵求

同學的意見。幾天后，一份信和一個簡單的募款方案就在網

上寄出。她們信裡寫到 ： 

“身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批嬰兒，寰宇充滿了和平、重建

的遠景，每一個孩子都給家人帶來幸福的期盼，我們這一批

有幸成長在台灣，沒有經歷飢荒、沒有文革、躲過韓戰、越

戰。 大家踏過大專聯考的窄門，進入令人羨慕的國立大

學。畢業後正是台灣經濟起飛，接著又趕上電腦時代和生命

科學的快速發展。 同學們或出國深造，或留在台灣發展，

人人幾乎都有安穩的職業，佼佼者更是出人頭地，開創一片

事業。接著中國大陸的開放，給俊傑又打開一展宏圖的機

會。”“這一切的幸運，都被我們嬰兒潮的第一批趕上了。

如今白髮增生，開始退休，開始無憂無慮的金色年華。我們

何不來回報一甲子的福分？共同捐建中國大陸偏遠地區一所

學校，給貧困的地區小孩因為有好的教育机會而有一些希

望，也告訴我們的下一代，我們是這樣慶祝 60 歲生日。” 

同學熱烈參與，主力軍來了 
募款信像顆石子激起一層層波瀾。回應的，寄錢來的、三個

多月內，就積累相當數目款項。當然同學裡有不同的慈善捐

款導向，募款信中特別聲明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認為人人

必須參與，也不要因此影響日後同學的感情。在熱烈的響應

中，有人自願幫忙。更重要的是主力軍來了。 

同學裡的阿傅曾經是美國跨國公司駐中國總經理，建廠紮

根，深諳中國國內上下的潛規則。做了退休貴族後，常常背

包一掛，在大陸各處尋幽攬勝。這個計劃與他心理早有的理

想不謀而合。於是他跳出來運籌帷幄，他不但開展大學同班

同學的第一個項目，更積極的聯繫他師大附中實驗班同學加

入這一行列。有了他這個故事才得以延伸下去。 

愛心第二春基金會（愛基會）把夢想實現 
如何把捐款變成實質校舍？在海外聽過太多“錢捐了，學校

沒有看到”的故事。多方打聽，我們決定和王建煊在台灣創

辦的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 （愛基會）合作。 

王建煊在台灣當過財政部長，立法委員。出色才幹、清廉作

風有口皆碑。僑聯是全國性的組織，必須監管地方的建/教

單位，也有責任給愛基會建校進展報告。 因此愛基會的項

目都能完全落實，並且是專款專用，捐款全部用在項目裡，

不抽取行政費用。 

愛基會起創於台灣，浙江新華愛基會是在大陸的分會，在美

國也有姐妹團體：美國愛基會。所以美國的捐款也能得到非

牟利團體的退稅待遇。 

因緣際會四川南充羊口鄉 
與愛基會的溝通剛剛開始，阿傅當時在四川旅途，巧遇南充

市教育局局長，得知南充市羊口鄉小學是亟需翻建的破舊小

學，資金尚未到位。阿傅就趕到羊口鄉去實地考察。學校是

青瓦木構 的破舊校舍，緊鄰菜市場環境 雜亂，沒有校牆，

也不是在鄉的中心位置，許多村落的小學生要走遠路來。 

學校有 12 個班，560 名學生，這個規模與我們計劃相符合。

做事俐落的他馬上就和文校長洽談援建的計劃。文校長高興

地一定要請吃晚飯。阿傅推辭不了，只有堅持一碗麵。 

他後來說，曾經在國內商官的豪宴吃過無數次山珍海味，而

文校長的那一碗麵，卻是最令他感動的一餐，一個窮鄉僻壤

的小學校長，看到有機會學校得到援助翻建，要用自己微薄

的薪水來表示感激。多少偏遠的學校，就是靠校長、老師如

此艱苦卓絕，把作育人才的理想傳承下去。 

羊口鄉化雨小學落成（2007，9 月） 

2006 年南充僑聯， 教育局和愛基會訂約。鄉公所把新建的

辦公樓旁邊一塊平地劃給學校，不僅環境好，又在（將要興

建）省級公路邊交通也便利。 

捐款的同學們最後議定把台大化學系及春風化雨的情懷鑲

入，將學校定名“化雨愛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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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三月，同學開始計劃九月在成都會師去參加落成典

禮。為了這趟“化雨小學”之旅，我們額外募捐一筆錢購買

全校學生的座椅及每人一套新校服，作為“見面禮” 。 

九月某日，北京和美國去的共九人在成都會師，次日一早便

驅車到南充，與僑聯及教育局代表會合。然後轉入修建中的

公路，顛簸來到羊口鄉。 

文校長和學生列隊歡迎遠道而來的客人。嶄新的教學樓、除

了操場及學校圍牆外，大致竣工。新的課桌椅，學生穿著整

潔合身的新制服。我們進入每一間教室拍下無數珍貴的鏡

頭。最後又在會議室（一間空教室，擺著新油漆的舊板凳）

拍集體照。在後會有期聲中我們匆匆離去。 

第一次校訪的餘韻 
下午在蜿蜒崎嶇的丘陵地帶顛簸兩個小時到達西充縣的龍泉

鎮。 先去看一排破敗不堪已被關閉的低年級分校教室，學

生暫時到附近一排穀倉做課室，沒有明亮的窗戶，室外地上

依然曬著稻穀，學生沒有遊戲的空間，教室裡充滿稻穀的霉

味。最後一行人到校本部去看，有一排臨街的校舍是歷史最

久的青瓦木結構，房頂處處有透光處，窗子狹小，幾盞燈驅

不走一室昏暗，擠滿學生，安全堪虞。頭髮灰白的王校長和

我們講述他心目裡，新校舍的遠景。 

回程路上，我們認定不必再去尋覓，這就是第二個學校“春

風小學”。天色漸暗，公路兩側大山勾勒出一個個龐大的黑

影，我們心裡卻有下一盞明燈的方向。 

阿傅回去後，就開始動員他們師大附中高中同學共同參加下

一個計劃：春風小學。 

龍泉春風小學（2008）落成， 

繼續探訪下一個目標 
2008 年 8 月。許多同班同學回到台大母校，共慶畢業 40 週

年。在台旅遊結束後，阿賴夫婦，阿傅，阿洵四個人轉往成

都，又踏上事先安排好的愛心小學之旅。 

這一趟主要目的是參加春風小學落成，是三天兩夜的旅程。

我們事先在成都採購一批文具，帶給第一站的化雨小學。文

校長看到老朋友真高興。她說川震時若是在老校舍一定震塌

了，而新校舍毫髮無損（愛基會援建四川的十四個愛心小學

皆安然無恙）。她也透露在化雨愛小興建時，家裡親人生

病、意外等。她堅強挺過一切艱難，學校如期完成，令我們

無限欽佩。如今操場，圍牆都建好，學校蒸蒸日上。 

下午經過西充，顛簸來到龍泉鄉春風小學，學校張羅旗鼓列

隊歡迎，落成儀式非常盛大。嶄新的校舍落成在小鄉村是難

得的大事。 

盛典結束後，我們開始探看下一個目標學校。在大地震後，

主要災區的學校因傷亡慘重，多方關懷資源投入多。次災區

裡破舊倒塌的校舍就鮮有外界注意。這些就是愛基會關懷的

重點。從西充沿公路北上，經過南部縣，就到閬中市。已是

天色黑暗。就下榻旅館休息。 

閬中素有「閬苑仙境，風水寶地」美譽。學校依地勢而建。

操場在校門口。升旗台就在山坡上，後面有一排老舊青瓦房

教室，學校也有一棟地震危樓需要重建。商討之後我們接著

去看第二個需要援助的學校。 

路越走越窄。坑洞卻越來越大，最後五公里都是泥土路，終

於到了井溪鄉中心小學，頗有規模。地震的災情就在眼前， 

校園成堆的磚頭是倒塌教室的殘存，有裂痕的教學樓被封

閉。可愛的小學生沒有椅子坐，一個個端著飯盒在磨石子的

大桌台兩邊站著吃飯，只有兩面牆，不像餐廳更像亭子，真

不知冬天寒風裡孩子怎麼辦? 

活潑的孩子們看到客人來開心的眉開眼笑。問他們夠不夠

吃，異口同聲的說夠了。我們轉身才看到翠綠的山巒裡一片

遼闊的湖光水色。原來這裡欄水為壩，造就美景，但是許多

農民良田被淹，都遷移到學校所在地的狹窄平地。又逢地

震，地方上的困難情況可想而知。與校長和教育局官員談

論。希望先把那段土路鋪好，路好了建設就容易。我們拍板

就決定這是下一個計劃。 

 

 

 

 

 

 

 

 

 

 

 
 
 

井溪鄉春風（#2）小學（2010）落成 
2010 年 3 月份，井溪鄉春風（#2）愛小落成。阿傅與師大附

中吳同學代表所有捐贈人不辭千里去參加落成典禮。愛基會

與僑聯達成協議，任何學校落成愛基會驗收依舊，不辦落成

儀式一切以簡樸為上。一年多前災後的破落面貌改觀。新的

校舍嶄新矗立。他們順便在古城閬中住一宿，到古老的貢院

一遊。他們當然去羊口鄉看化雨小學和文校長。在風雨裡，

兩人又驅車到西充拜訪龍泉鄉春風（#1）小學和王校長。泥

濘道路上，車子差點就滑落田間。回到西充，兩人和王校

長、僑聯的彭主任四人一起吃了一頓熱騰騰的火鍋，驅走風

雨裡奔波的寒氣。 

隨著新華“愛心圖書室計劃”2008 年開始，龍泉春風（#1）

愛心小學圖書室在川震賑災的大浪潮裡得到美國印地安納波

里斯市華人文化中心的援建。同學們接著對每一個“春風化

雨“小學也增加五千美元，得到 3000 本書和一部電腦的配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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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震後四川各處資源多。“春風化雨”計劃決定把關愛轉向

別的省份。 

 

 

 

 

 

 

 

 

 

 

 
      

 

安徽望瞳鎮汪大村化雨（#2） 

愛心小學落成 
幾年前，當王院長還是浙江愛基會負責人時，阿傅曾和王院

長一同到皖北，豫南一些貧困地區走訪了十幾個小學，為愛

基會未來的工作實地考察。有過去實際考察的記錄，我們很

容易就從尚未改建的名單中，選定一個急需重建的小學做為

“春風化雨”計劃的下一年次目標 ---安徽亳州利辛縣望瞳

鎮汪大村。 

2009 年九月，阿傅在愛基會常駐安徽的代表黃慇賢，蔡清江

夫婦陪同下，一起到學校訪問汪校長，洽談捐建事宜。 

這個項目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在舊校舍一里多外的空地，

劃撥七畝地，翻建成一所頗有規模的四合院式建築。。新的

汪大化雨愛小于 2010 年四月完工。主教學樓有約 8000 平方

米，翼房兩間各 1800 平方米，共有教室 12 間，是“春風化

雨”計劃裡最寬敞，最有規模、特色的學校 。  

 

 

 

 

 

 

 

 

 

 

 

      
  
 

合肥 168 高中“珍珠班” 

2011 年春風化雨項目 
平湖新華基金會從 2004 年試辦“撿回珍珠計劃” 與重點中

學合作，援助“特優特貧”的初（中）考優秀生。學校減免

宿舍、學費，愛基會贊助伙食及零用費，每個學生三年需要

美元$1,200 元。試辦三年成績卓越，從 2007 年開始擴大。

面向全國招生。 

2011 年秋天，春風化雨計劃在安徽合肥 168 中學援助一個珍

珠班。阿傅夫婦開學後親自到學校主持開班儀式，並一一和

珍珠生會談，家訪。 

 

 

 

 

 

 

 

 

 

 

    

 

湖南岳陽 華容縣化雨愛心小學 

(2012 年落成)        
2012 年在湖南岳陽市華容縣捐建化雨愛心小學，因為有前例

可循，一切進行順利。2013 年春天，計劃前往訪問。 

 

 

 

 

 

 

 

 

 

 

 

              

台灣花蓮課輔班， 

台東春風及化雨愛心圖書室-2013 
2012 年底，美國愛基會為報導台灣花蓮愛基會分會的項目，

得悉花蓮分會正待捐款以完成台東縣 4 個國小的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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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計劃。 

過去台灣愛基會募款都完全依靠島內工商界、善心人士。從

來沒有向美國愛基會要求贊助。這次有機會捐助愛心圖書

室，並有掛牌定名權，同學們商議，這是太好的機會把我們

的愛心回饋故里。立刻我們承若兩個學校，台東的鹿野和加

拿國小。其中加拿國小全是布農族子弟。兩個圖書室分別定 

名為 “春風”，“化雨”愛心圖書室。2013 年春天，在台

灣的同學去訪視修繕完成的圖書室。 

同學們得悉台灣正值經濟衰退，募款不如往年，花蓮為原住

民/弱勢學生辦的課輔班經費有缺口。大家踴躍捐獻。為課

輔班項目又募集一筆款項。 

 

 

 

 

 

 

 

 

 

 

 

 

 

 

 

 

 

 

 

 

 

 

 

 

 

   

 

 

 

金色年華裡的閃爍 
2006 年開始的愛心火苗一點點延燒，燃燒到每一個觸及的角

落。 

許多參與的同學，還個別捐款給愛基會贊助其他愛基會項

目。  

阿傅一直在推動這個計劃。有三位同學退休後加入美國愛基

會為義工。阿傅的小妹在 2012 年秋由美國來到平湖，加入

新華愛基會全力參加愛心事業。 

羊口鄉地方當局把他們的建設鏈接我們的愛心：學校傍依的

嘉陵江新建了火車絡繹來往的大橋，命名“化雨大橋”。化

雨小學的文校長有機會升遷到別的大學校任職，但是她情鍾

於此，到 2012 年依然領導化雨小學。 

每年同學們熱忱的捐款看來像是最簡單的一步。只要寫一張

支票寄出去就成。其實這也不是容易的，經過幾十年的打拼

奮鬥，有的人才有安逸的金色年華，有的同學在現實的壓力

下為了理想做出最大努力。 

沒有一樁事是容易的。鄉村校長為學校的美好未來會商籌

謀，撰寫一份份報告。僑聯和地方教育局的為我們的心願奔

波。新華愛基會為每一個項目費心聯繫奔走，一份份整齊的

檔案記錄這個過程的每個細節。 

在人生旅途踏入一甲子後，應該是黃金歲月。我們有幸在閃

爍的金色年華，和青年時代結交的同學以及他們的人生伴

侶，共同編織一個個美夢。每一個夢融入我們對美好世界的

寄望，送給遙遠艱辛環境裡的人們一些期盼。七年來我們白

髮日增，驀然回首，這些夢竟成一片繽紛璀璨。 

用愛基會最早期一位珍珠生的話給“春風化雨計劃”寫個結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