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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疤痕的妈妈
缅甸「 云彩家园 」

叛逆少年的成长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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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行動致力幫助中國廣西及緬甸貧困孤兒，學
生及殘障孩子，為他們改善生活與教育、提供工
作機會、康復及緊急醫療援助。我們盼望用愛心
與行動讓更多缺乏支援的人得著關懷與祝福，幫助
他們改善貧困的生活，重建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2017 我第一次到緬甸探訪

心路 楊麥燕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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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媽媽現在好開心和感恩
因為它的孩子有機會上學
“孩子的媽媽眼睙緊緊的擁抱著我”今年我有機會再去探訪五個孩子的媽媽

離開前我們再次互相擁抱著

五道疤痕的媽媽
去年第一次到緬甸探訪戰區難民遇到一位美麗
短髮的媽媽，心想為什麼緬甸人會剪這麼短的
頭髮呢？靠近一看，才嚇了一驚，看到她頭皮
上有幾處疤痕，才知道她剛剛出院。

戰爭和毒品成為好多家庭的犧牲品，更衍生了
無數孤兒寡婦。她的丈夫就是因吸毒後，出現
幻覺，拿起刀來把太太斬了八刀，太太被送到
醫院搶救，當丈夫清醒後，周圍問人太太去了
那裏，才知道自己把深愛的妻子斬傷了，在非
常內疚下丈夫自殺離開了這個家。

原來這類故事在緬甸也會常發生的，看到一個
年 輕 媽 媽 失 去 了 丈 夫 而 且 要 帶 着 五 個 年 齡 由
2-14歲的孩子，不知以後的生活怎樣繼續下去
，媽媽對我說，最希望孩子有機會讀書，聽到
她的呼聲，我們決定在這個距離『雲彩家園』
20小時車程的戰區建立一所小學，更可以幫助
附近有需要的孩子就讀。

最近再次有機會回到這地方探訪這位五個孩子
的媽媽，當我們見面的一刻，她帶著眼睙緊緊
的擁抱著我，我們都沒有說什麼，但我就好像
聽到她心裏一齊的委屈都述說出來了。之後她
告訴我，我們一家現在已經重新振作起來，而
且我已找到一份工作，不單這樣，我的女兒和
兒子已入學讀書了，我被她的說話感動了，離
開前我們再次互相擁抱著，這次我感受到她的
喜悅從心而發。

家庭的犧牲品



彩情 楊天恩

我們合作的教師

與教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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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藥物對人體的影響和症狀

孩子們的學習情況

很多緬甸當地人在早期接觸毒品的時候並不
知道這個東西會給他們帶來怎樣的災難，甚
至他們把毒品當做「神藥」。我們在當地學
校做毒品預防的培訓時，講到毒品對人體的
影響和症狀時，有的老師分享當初接觸毒品，
是因為牙疼，有人給了他一小塊「黑焦油」，
實際是一小片生鴉片，這塊“黑焦油”只要
一用，牙疼馬上緩解！曾被他奉為能治愈任
何疾病的神藥！而另一位老師則回憶起他小
時候有一次發高燒，祖母從煙斗裡吸了一口
煙，並把煙吹到他的臉上，讓他深深吸氣，
煙味聞起來很甜，吸了這個氣體會讓人覺得
舒服，並想要吸更多，第二天，發燒就好了！

這些老師自己是毒品的「受惠者」，要讓他
們認識到毒品對人體的危害從而去教導學生
抵制毒品，很不容易。老師的知識大部分源
自他們的切身經驗，他們只看到毒品對身體
的「好」的一面，殊不知這個「好」最終會
如何影響和掏空你的身體！在走訪中，我們
看到生產鴉片的家庭知道不要去吸毒，然而，
他們卻要依靠種植它來養家糊口，於是，造
成了明知道它有害，依然很多人會去種植！
甚至，不少老師聲稱，他們就是靠家裡種植
鴉片養大的，這是家裡唯一的收入來源！他
們的父親總是說：「毒品造福一個人，種植
罌粟造福全家。」毒品的觀念根深蒂固，我
們唯有努力的去做宣講，讓更多的人了解和
明白毒品的危害！

緬甸「雲彩家園」許多孩子的父母大部分就
是因為吸毒被監禁或因過量服用而死亡。教
導孩子認識毒品的危害，從而遠離毒品也
是我們所要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我
原以為孩子們對毒品可能不了解，當我們
在「雲彩家園」講課時，孩子們的反應卻
超出了我的想像。當我問有沒有人知道什
麼是海洛英？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舉起手來，
孩子們開始議論紛紛地說：「我叔叔過去
常把毒粉溶化，然後用針頭注射。」「我
爸爸賣掉了我們家裡所有的物品，仍然不
夠錢買毒品，於是他開始偷錢。」「他們
吸毒海洛英後，身體會變得瘦削和憤怒，
不時也會大喊大叫，甚至打人！」

許多孩子點頭，更多的孩子講述自己的經歷，
他們親眼看到毒品如何侵蝕父母的身體、
靈魂；他們親身遭遇了因為毒品，家破人
亡，最後變成孤兒，無家可歸！這些經歷讓
他們明白，毒品非「神藥」而是「毒藥」。

抵制毒品、預防毒品濫用！這是我們的使
命，上帝的愛改變了雲彩家園的孩子，讓他
們從過去的黑暗走出來，讓笑容重新掛上他
們的臉龐。然而，在緬甸北部，毒品濫用仍
然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仍然有許多家庭
因毒品而支離破碎，我們需要不斷的努力，
讓更多的家庭遠離毒品的侵蝕！

翻譯： 陳瑩

文：楊天恩

毒品！過去的幾個月來，我一直在與這個
「惡魔」打交道！這是我在緬甸開始其中的
一個教育項目，如何關注緬甸北部地區的
毒品預防。在此之前，我對緬甸毒品生產或
毒品使用的知識甚少，只知道當地多種植罌
粟花。



與小朋友一起切蛋糕，吹臘燭，唱生日歌

與小朋友一起玩石仔遊戲

教授小朋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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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t Mak

緬甸

踏入第八個年頭，見證著雲彩事工不斷地
擴展，由廣西南寧至緬甸，從一個小小的
飾品創作室到現在擁有兩所孤兒院，一所
康復中心及一所山區學校。雲彩主要服務
對象是孤兒，殘障孩子及弱勢群體。我們
以家庭模式養育孤兒，用引導式教育幫忙
腦癱孩子，孩子們更能在康復過程中學習
正常教育，也為孩子的父母們提供輔導與

最近有機會到緬甸『雲彩家園』探訪，與
家園的小朋友，老師及代母相處了一週，
好開心啊！與他們一起吃飯，玩遊戲，打
羽毛球，做話劇，燒烤等等，我好像又回
到我的童年時代，其中一件另我難忘的事
情，想與大家分享，就是和孩子慶祝他人
生第一個自己擁有的生蛋糕，因為在窮困
的山區裡，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
更可况慶祝生日呢！看到他們喜悅地切蛋
糕，吹臘燭，小朋友們一起唱生日歌，忽
然間眼裡湧出一陣感恩的淚水。這次的探
訪本想可以帶點什麼給他們，返而是孩子
們讓我渡過一個歡樂的旅程。

緬甸『雲彩家園』開辦還不足一年，但看
到每個孩子都有一顆好學的心，他們不單
代人接物，彼此關愛，孩子們每天還有機
會學習中文，在短短幾個月由一點都不懂
到現在以簡單的中文字句和我們溝通，能
表達他們的需要與感受好叻啊！

雖然家園每個孩子背後有著悲慘而難過的
故事，但能在愛的環境下成長，孩子們每
張笑面都印在我心中了，他們的表演對我
有著無比的鼓勵，讓我更明白在任何惡劣
的環境下，只要願意努力和堅強地面對，
定能改寫生命的，在這群小朋友中，就是
很好的表表者，這真的令人既興奮又感動。

與當地朋友閒聊間，一句另我很紮心的話
刻在腦海裡，『如果孩子不入住孤兒院，
很容易被誘騙到妓院』，但今天看到這群
孩子有機會來到『雲彩家園』過著正常的
生活，這是何等的美。透過雲彩改變了他
們的生命，心裡有著難以形容的感恩啊！

回到美國已一段時間了，但孩子們的歡笑聲
仍不斷地浮現腦海中，非常掛念他們啊！
期望很快再次到緬甸探訪孩子，能夠再一
起玩啊！更祝福這群孩子長大後能成為社
會的棟樑回饋社會，這是我最大的期盼。

支援，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去年又增
加了一項流動兒童課後補習班，孩子們
透過補習後，成績大躍進啊！也為山區
的留守兒童提供學習的幫助，改善貧困
學校設施、膳食、購置新衣服及學習用
品，緊急醫療服務等。服務範圍實在太
多了，在這裡也到無法一一儘數，只有
感恩再感恩!

文：Laurent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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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磊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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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磊小時候

虽然我们有不幸,
   但幸运的是有好心人

康復的過程對於小磊是痛苦，對於我是煎熬，
因為巨額的醫療費讓原本貧困的我們，壓上了
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原本歡聲笑語的家庭變
得嘈吵不斷，但令我安慰的是兒子接受康復近
一年後，可以獨自坐著，雖是微小的進步，已
讓我有了很大動力。但面對家徒四壁的房子，
為了兒子能繼續康復，只能到處找親戚朋友借
錢支付康復費。然而，堅持了一年半的康復訓
練，實在再拿不出錢的情況下，無奈地放棄了
兒子的康復治療！

由於小磊錯過了最佳的康復期，身體肌能也慢
慢萎縮，親戚們又開始叫我把這孩子放棄，這
次我真的動了念頭，我與丈夫商量，決定把孩
子送走，當時只有兩歲多的小磊聽到媽媽不要
他時，不停地哭，邊哭邊我說：「媽媽，你不
要掉下我，我會乖，我會努力鍛錬」最後，感謝
丈夫的堅持，承諾好好照顧小磊長大成人，當
時我非常後悔說出那種傷害孩子的話。

也許上天憐憫我的孩子，去年遇到一位出租車
的老鄉，他告訴我曾經送過一個腦癱孩子到廣
西雲彩，閒聊間家長說這裡是提供免費為腦癱
孩子做康復訓練，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絕望
的心情重新掁作起來，馬上帶著小磊到雲彩接
受康復和教育。

小磊在雲彩中心康復訓練的日子裡， 因為有
同學相伴，每天都過得特別開心。更讓我們
夫婦驚喜的是小磊在老師專業的陪訓下，不
到兩個月就有了驚人的進步，現在不單止能
獨力站立，還能行走。是雲彩重燃我們希望，
我深信小磊很快可以入讀正常幼兒園，小學，
大學，前路必定越來越好。

我是小磊媽媽，來自廣西浦北農村，2012年
可愛的兒子小磊出生了，兒子的到來給我

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歡樂。但兒子出生時
因缺氧導至短暫窒息而入住醫院一段時間，雖
然花了很多錢，但每當看到這麼可愛的小傢伙
時都感到特別的幸福。

兒子八個月了，唔單止不懂爬也不懂坐，整天
就只躺著床上，我懷著忐忑的心情帶兒子到醫
院檢查，醫生確診小磊患有輕微腦癱，當聽到
結果讓我欲哭無淚，希望儘快幫孩子找到康復，
可是想到孩子以後的日子，還有高昂的治療費，
心情既難過又無助！

在最需要家人支持的時候，親戚反而勸我把孩
子放棄！腦癱孩子醫不好的，讓好心人收養還
有機會治療。但我從沒有想過會放棄孩子，如果
連我都不要他，還會有誰會要他呢？於是我和
丈夫咬緊牙關踏上求醫的漫漫長路。

我都為過去自私的想法感到後悔，雖然我們
有不幸，但幸運的是有好心人默默在背後關
注我們這一群家長，感謝雲彩給了我們機會
也感謝每位老師和同事們無私的奉獻，有你們
真好！



感谢云彩给我们机会









我為妹妹做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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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情 黃家裕

因為給妹妹做治療家裡的錢都花光了，家裡
的光景每況愈下，自我懂事以來家裡就沒有
這麼艱難過。然而這還不是最難過的，最讓
我們絕望的是，爸爸病倒了！爸爸被檢查有
淋巴瘤，那個時候，家裡已經家徒四壁，媽媽
為了給爸爸治病，厚著臉皮到處借錢，有人
勸她，把妹妹送到福利院去，如果你不狠心，
以後的日子更苦！那段時間，媽媽愁得一下
子老了好幾歲！百般無奈之下，有一天，媽媽
收拾好妹妹的行裝，狠心把妹妹送上車，妹妹
一離開媽媽就大哭，車開了，妹妹哭得更大
聲了，媽媽忍不住追著車跑，一邊追一邊哭
一邊大喊，我們幾姐妹看到媽媽這樣，也跟
著一起追著車跑。

車停了，媽媽把妹妹抱下車，放聲大哭，我們
對媽媽說：「媽媽，你不要放棄妹妹，無論
以後怎麼樣，我們都是一家人，以後你和爸
爸老了，我們三姐妹一定會照顧好妹妹！」
媽媽抱著妹妹跪著對我們說：「媽媽對不起
你們，媽媽欠你們太多了！」妹妹是我身上
掉下來的一塊肉，我不捨得不要妹妹！我永
遠忘不了那一天，我們母女五人抱在一起哭
成了一團！

所幸的是，爸爸經過治療慢慢的好轉了！家裡
慢慢恢復了正常生活。這個時候，有人告訴
我們廣西雲彩可以免費為腦癱孩子提供康復
治療，媽媽於是帶著妹妹來到雲彩。在雲彩，
有很多像妹妹一樣的孩子，有很多家庭和我
們一樣！媽媽的心慢慢放開了，在老師的指
導下，妹妹會坐會抬頭，還會伸手問我要東
西吃！每當我放假，我都會去幫媽媽照顧妹
妹，妹妹不上課的時候，我就和媽媽帶著妹妹
到處玩，鄰居的阿姨問我，你不怕別人知道
你有個傻妹妹嗎？我說：「別人怎麼看，是
別人的事。」妹妹是我們家的心肝寶貝，我
們愛她，她不傻，只是比普通人學東西慢了
一點，我相信她會好起來的！

有一次，媽媽因為家裡有事不得不回老家，
媽媽不放心妹妹，於是讓爺爺去照顧妹妹。
我剛好放假了，我就跟媽媽說：「我上去幫
爺爺照顧妹妹吧，多一個人幫忙，爺爺也沒
有那麼累。」媽媽剛開始不答應，因為她怕
我照顧不來，但我說服了媽媽，自己一個人
坐車去南寧，坐了一天的車，終於見到妹妹
了，妹妹見到我，開心得不得了！

來到雲彩，我像媽媽一樣為妹妹做康復，剛
開始，妹妹不習慣，總是哭鬧不配合我。我
很苦惱，不知道怎麼辦，想和媽媽說，又怕
她擔心，可是我又不能放棄，因為我答應過
媽媽要好好照顧妹妹。在我的努力下，妹妹
願意配合我了，妹妹做康復很辛苦，有時候
她累得想哭，我也很難受，但是我不能鬆懈，
即使她哭，我也要她堅持做運動，妹妹有時候
實在累了，我就唱歌跳舞逗她玩。照顧妹妹
的這一段時間，我覺得很累，我終於知道媽媽
的辛苦了，她照顧了妹妹那麼多年，照顧生
病的爸爸，每天笑呵呵，好像這些苦和累在
她看來都不算什麼！為了妹妹為了這個家，
媽媽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只想對媽媽
說，媽媽，妹妹不會說話，我替她對您說：
媽媽，您辛苦了，謝謝您的不離不棄！

我叫黃家裕，來自廣西桂平，我今年十二
歲，我有一個幸福但又不幸的家庭，也許大
家都會問我，為什麼這樣說？幸福是因為我
有一個溫馨的家，不幸的是，我有四姐妹，
但妹妹卻是一個腦癱患兒！

我在家裡排行第二，在妹妹沒來到這個世界
之前，我們家就像許多的普通家庭一樣，平
淡又幸福。爸爸媽媽都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們生活得無憂無慮，但這一切在妹妹到來
之後，一切都變了！

妹妹一出生就被診斷為先天性腦癱，那時候，

不知不覺，妹妹六個多月了，但是不會抬頭，
不會坐，媽媽每天除了嘆氣還是嘆氣。有時候
我會聽到鄰居在悄悄討論，說我妹妹是個傻
瓜，這麼大還什麼都不懂。每次媽媽抱妹妹
出門的時候，都被別人用另類的眼光看著。
媽媽不敢說她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就是和
妹妹呆在家，不敢出門。

我什麼都不懂，只看見媽媽每天抱著妹妹在
哭，三兩天就往醫院跑，每次從醫院回來，
妹妹頭和手腳都有針口。我問媽媽：「妹妹
沒有事嗎？」媽媽只是說：「沒事，妹妹生
病了。」

不
離
不
棄
的

愛



兰贵长大後精通吉他小時候蘭貴的手脫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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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蘭貴

一个叛逆少年
我是韋蘭貴，99年出生於大化一個農村貧困家
庭，家裡有父母爺爺奶奶還有一個弟弟和姐姐。
家裡所有的生活來源是靠種植收成來維持生活，
雖然家裡真的很窮，但是一家人一起其樂融融，
我們也窮得很開心。我小的時候對家裡窮的這事
沒有太大的概念，覺得生活本就如此，也許是現
在生活得太好，有了對比，就不再想再過以前在
老家的生活了！

真正覺得黑暗的日子是父母爺爺奶奶都去世後，
那時我才9歲，姐姐12歲，弟弟6歲。父母爺爺奶
奶的突然去世讓家裡生活變得舉步維艱，對於我
們來說，仿佛天塌下來，以後誰來照顧我們！

後來，我和弟弟去堂姐夫家住，有一次姐夫帶我
和弟弟去山上斬柴，在山坡上我們綁好了柴枝並
推到公路上，我在推著柴枝的過程，不小心衣服
卡到柴枝，突然腳踩空就跟著柴枝一起從山坡滾
到公路，當我好不容易爬起來後，發現右手抬不
起來，我用僅有的力氣喊起來：「我手動不了！」
隨后姐夫和弟弟馬上從山上跑下來把我送回家，
當時因為沒有錢去醫院，只能用村裡的中藥給我
敷，可是我的手已經脫臼，中藥敷對於脫臼是沒
有任何作用，那時候的我心裡很害怕，好絕望！

2011年，幸運的我和弟弟來到雲彩關愛中心這個
愛的大家庭，在雲彩成長的幾年裡，我有過叛逆
期，也有自卑感甚至離家出走，但雲彩並沒有放
棄我，一次一次的接納我，包容我，在學習上鼓
勵我，使我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重拾信心。

到了高中，我喜歡音樂，就報名參加藝術班，在
音樂中一直被老師認為是比較上進心的學生，藝
術考試得到滿意的成績，從來沒有想能上大學的
我，如今準備考大學，為了我的理想更加努力學
習。很期盼上大學的那一天。

在雲彩的日子每天都很
開心快樂，時光飛逝，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雲彩
生活了七年，雲彩是我
的家，家裡有阿姨關心
我照顧我，我在學校有
人牽掛我，犯錯時有人
教育我，我過了正常同
齡人的生活，現在我已
經上高三，平時要住學
校，周日下午才回家和
弟弟一起，現在我不能
時時刻刻在弟弟身邊，
但我也不用擔心，因為
有阿姨在他們身邊照顧
著他們。

爺爺奶奶都去世了，伯父家庭也非常困難，我感
覺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是個多餘的人。我萬念俱
灰的時候，有幾位愛心人士像天使一樣出現在我
家裡，叔叔們拿了幾件衣服送給我和弟弟姐姐穿
上，可是我根本穿不了衣服，右手無法動彈，一
個叔叔細心的發現我的情況，叔叔阿姨們了解我
的情況後馬上陪我到附近小鎮裡的醫院檢查治療。
由於鎮裡的醫院條件有限，我被帶到一個陌生的城

市醫院接受治療，那裡對我來說很繁華，第一次
在飯店裡吃飯。我在醫院進行手術並成功，住院
的日子裡，彩雲姐姐非常細心的照顧我，經過一
個多月後，我的手完全康復。

文：韋蘭貴

辅导老师：欧阳日远
温文儒雅的兰贵

兰贵是云彩关爱中心孩子们当中年龄归大有一个，孩子们都称他为大哥。
大哥从记事到现在上高中，都充满着传奇，有无奈，有泪水，有啼笑皆非。
谁又想到如今的大哥由一个另人敬而远之的刺猬蜕变为一匹温顺的汗血宝
马，名副其实的一个温文儒雅的暖男。

小时候的大哥，可不敢恭维，爱挥动拳头来宣泄自己，弟弟妹妹自然成了无
辜的受害者。那时的大哥喜欢呐喊这么一句话;大人永远是对的，我总是错
的，这不公平！阿姨无奈对大哥的叛逆，打骂不行，放任也不行。但自从
大哥度过了青春躁动的年龄，对弟妹的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变，由原先爱
欺凌弟妹到倍加关怀，且有十足的大哥风范，学会用柔情的眼神、宽厚的
臂膀感化弟妹。大哥心中愧疚，在补偿对弟妹的爱和关怀。

在学校，大哥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平平，有些科目可以用一塌糊
涂来形容。可是，上帝为大哥关上一扇门，却给他打开了另一扇窗。大哥
对音乐有异于常人的天赋，有磁性的嗓子，有对音乐狂热追求。如今的他已
经是身怀绝技，精通吉他、钢琴等乐器。学校、中心、家乡演出少不了大
哥的身影，而且是压轴节目。大哥能以他深沉的嗓音、动人的歌喉把演出
会掀起阵阵高潮。更让大家骄傲的是大哥在17年艺考取得骄人的成绩，在
年级名列前茅。

大哥自幼生活在偏远的大山里，目睹了家乡的贫穷，
深知生活在大山里的农民的不易。有一次他很认真
的问我：遇到穷困潦倒的人，该不该帮助他？我当
时很是诧异，随后点点头。我心里想，我们的大
哥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愣头青，成为一个富有同情
心，有担当的男子汉。

成长是缓缓流淌的溪流，悄然地，我们的大哥就长
大了，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宽容。大哥成长的故
事很多很多，汇集成一条五彩缤纷的人生路。大
哥明天是美好的，是无限的。



嘗試康復動作，教授給孩子
黃老師跟同學討論我是嘉禧

識彩 林錦如

我最敬佩
的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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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禧

遠程教育心得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老師。她是溫柔的老師。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學們聊天，我們想出
去玩，看看外面的世界，這時黃老師進來了，黃老師正好聽到了我們說的話。

黃老師說：「你們可以去黃老師家玩哦！」
我說：「我們太重了，可能去不了。」
黃老師說：「不要緊，只要你們想去，黃老師開三輪車來接你們，你們想吃什麼啊？」
同學們都說：「海鮮！」
黃老師說：「我們班嘉禧不能吃海鮮，會過敏的，我們吃鴨下趴吧！」

這時我真的好感動，黃老師把我們當成自己孩子一樣，我想跟她說聲：「謝謝！」

2017年10月中旬，雲彩遠程教育迎來了首批學生，十名孩子不遠萬

里的聚集在雲彩中心進行康復評估和遠程課堂的培訓，孩子和家長

們臉上笑容滿面，因為他們知道遠程教育的開班解決了他們不能來

雲彩中心進行康復的問題，也解決了孩子在家不能上課的問題。

開課首周，孩子們積極認真的學習每一個康復動作，家長們也積極

主動協助孩子做每一個動作，每天孩子、家長們都準時打開電腦等

待老師上課，看得出孩子和家長們都很珍惜這次機會。

在上課途中，老師會提到相關的數學問題，他們都能積極的回答，

例如：陳同學和錢同學都是語言溝通障礙的學生，當老師提問：1+4

等於多少？左手是5，右手是7，你舉哪邊手給老師？他們都主動舉

高左手回答老師。

在雲彩，每年都會有家庭特殊原因孩子不得不離開雲彩回到老家，

他們回去後，康復訓練得不到訓練和跟進，所以，每年進行家庭探

訪後發現了許多孩子肌肉及關節攣縮嚴重。遠

程教育的開課，解決了部分孩子不能來雲彩進

行康復訓練和上課的問題，給偏遠地區的孩子

提供了很好的康復指導和小學課程。

在上第二學期的課後，我體會到了孩子對知

識求知的渴望、家長對孩子的康復訓練要求

極其嚴格，看得出家長們對孩子不拋棄不放

棄，對孩子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們正需要一

個平台，而這個平台就是「遠程教育」。

文：林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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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彩 林超妹 識彩 張媽媽

沒有進來「雲彩家園」之前，從來沒接觸
過這麼多充滿無奈、艱辛和苦難的故事！

叢筱是緬甸的一個普通的小女孩，年僅5歲，
父親因染上毒品而離開了家成為流浪漢，
母親也離開家去別的地方打工，照顧叢筱
的擔子就落在了年邁的外婆身上，沒有生
活來源，生活困頓不堪的外婆得知雲彩家

園可以收留孤兒及貧窮孩子，於是帶著叢筱來到了雲彩。

叢筱和外婆來找我的那一天，正好是雲彩小學落成典禮，我在忙著典禮的事情，
本想典禮完成後再和外婆溝通叢筱在家園的事情，可外婆放下孩子就走了，孩子
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又抓又踢的，我只好交代兩位家園的孩子陪著她，開幕儀式
結束，我急忙回去看她，看著她孤孤單單的小小的身影，我心裡一陣哽咽，她不
哭了，但是一直都不理我，也不說話。

第二天，她還是不理我，一個人坐在小凳子上默默的流淚，看著她難過的樣子我
也流下了眼睛，我說張媽媽帶你去『雲彩家園』可以嗎？那裡有許多小朋友，像
一個大家庭。叢筱說不要去，要回家。我心裡一陣難過，如果可以，我也希望每
個孩子都可以和爸爸媽媽在一起過快樂的生活……

我還是帶著叢筱回到了「雲彩家園」，自從第一天哭
過後，叢筱再沒哭過了，乖得讓我很心疼，坐車的時
候她暈車，我便一直抱著她，到了「雲彩家園」，她
住進我的家，我幫她洗澡，做她愛吃的，用心照顧她，
讓她盡快的適應家園生活。小孩子很單純，她知道我
們都是真心愛她，她便拿出她所有的真心對待你。叢
筱喜歡粘著我，經常會來依賴我，主動要我抱她，很
可愛也很讓人心疼。

在緬甸，像叢筱這樣的小朋友很多，緬甸內戰、毒品
氾濫造成很多無辜的孩子失去家、失去父母。而我們
接觸到的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能做到的也還遠遠不
夠。

我在這邊，你們在那邊，因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我們之間僅隔著一部彩
色電視，每天與你們交流的時光，我都樂在其中。你們有著相同的特點，
視野狹窄，知識貧乏，與人交流甚少，膽小靦腆。作為老師，我盡我所能
為你們著想。但每次上課總比我預期的效果不明顯，所以我很困惑。是不
是我的目標定高了，是不是我的方法還有待改善，是不是我不在的時候你
們都在睡懶覺和發呆。

我喜歡看著你們哈哈大笑時的表情，那麼陽光燦爛；我喜歡提問時你們給
我的意外驚喜，(sè)組詞成顏色，(xī)組成希望；教了唱兩次的歌曲，第二
天就能朗朗上口；發音困難的你們為得到表揚努力哼哼的的樣子，著實讓
我動容。你們是可愛的精靈、天使，不管這邊還是那一邊，牽著我的手，
不要害怕，我們一起走！

我們一起走
特教老師 : 林超妹

文 : 張媽媽

對著電視教授我們的孩子

叢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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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康復中心
腦癱兒童

感謝卡

鐘焮怡

雲彩康復中心
腦癱兒童

感謝卡

農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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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彩關愛中心
大化孤兒院

感謝卡

柳春
S i l v e r  L i n i n g  S e r v i c e s

Your Love changes lives以生命改變生命
使命宣言 Missions Statement:

雲彩行動致力幫助中國廣西山區貧困
孤兒，學生及殘障孩子，為他們改善生活與
教育、提供工作機會、康復訓練及緊急醫療
援助。我們盼望用愛心與行動讓更多缺乏支
援的人得著關懷與祝福，幫助他們改善貧困
的生活，重建生命的尊嚴及盼望。

Silver Lining is committed to help the impoverished orphans, 
students and disabled children in mountainous area,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lives, education, job opportunities, rehabilitation 
and providing emergency medical assistance. With our love and 
action, we hope to send care and blessings to the marginalized 
and neglected, help them overcome poverty, while re-establishing 
their dignity and hope. 



From: 
雲彩行動 Silver Lining Foundation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17 號富德工業大廈 17B 室
Unit 17B, Success Industrial Building, 17 Sheung H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電話  TEL : (852) 3488-4395 Email: info@slining.org

To: 

想了解更多有關雲彩行動的
工作及最新消息，請到：

香港雲彩網站 : www.Slining.org
美國雲彩網站 : www.SilverLiningMiss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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