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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度服務報告–服務選篇 11 ﹘附志願者感想﹙  

 

 

2016 微笑涼山行  

﹘土房子資助西部山風青年志願者協會之項目﹙  

 

 

 

 

活動目標  

1.  遠赴大涼山的偏遠山村，為村民拍攝照片且免費洗印贈送。  

2.  與小孩合作在福布袋上繪畫，並贈送文具圖書。  

3.  拍攝紀錄片，展示彝族大學生的成長故事，以及分享參與活動的感悟。  

4.  拍攝之餘，每晚為山區人民播放壩壩電影，豐富他們的娛閑生活。  

5.  探訪山區孤兒生活，為 2015 年 9 月份開展的助養服務作資料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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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日期  

2016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0 日  

 

服務地點  

志願者分兩組在同一時間探訪四川省涼山州兩縣﹕  

1.  布拖縣樂安鄉收古村、補莫村、龍恩村、沙河村、菲土村  

2.  美姑縣洪溪鄉依果覺村、幹都村、采乃堅村、吉門、依達阿門村。  

 

合作夥伴  

曙光慈善基金贊助  

西部山風青年志願者協會  

 

負責職員  

龐志成  

 

服務成效  

1.  為服務對象送上關懷和祝福，瞭解其生活狀況，當其傾聽夥伴。  

2.  關注空巢老人和留守孩童，給予其精神上的幫助。  

3.  免費拍照和播放電影，帶給村民精神上的享受。  

4.  在平凡的鄉村生活中注入一股新的動力。  

5.  讓更多的年輕一代大學生認識到﹕改變生活，不一定要等到擁有一定金錢和權利，

我們可以改變自己，使周邊人的生活更美好，自己也隨之更好。。  

 

志願者經驗及感悟  

1.  在山區服務時，志願者應該提前做好心理上準備，包括遇到阻滯時的心態。  

2.  團隊的主要負責人應提前考慮服務過程中會出現的一些情況，提前做好應對策

略。  

3.  留意每個地區的獨特環境及天氣，會影響村民的作息時間，活動程序要適時調配。  

4.  身為大學生，實屬幸運，我們應該珍惜此機會，努力充實及提升自己，積極地為

家鄉和社會做出應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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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拖服務日程﹘志願者記錄﹙  

 

7 月 30 日  

   中午到達收古村，是縣裡人口最密集

的村，老人有十幾名，小孩差不多有 50 名，

成年人都去打工了。收古村印象最深刻是

當地人的熱情好客。  

   活動第一天，下雨了，幸好帶了雨鞋。

冒著雨，搞活動，特別有意思。由於下雨，

我們挨家挨戶通知，漸漸雨也變小了，把

小孩組織起來，送給他們學習用具。晚上

放電影，他們都樂得不知所措。不管小孩

還是大人總是往螢幕靠近，把投影儀都擋

住了。  

 

 

 

7 月 31 日及 8 月 1 日  

在途上  

 

 

8 月 2 日  

   下午我們前往補莫村，先拜訪村委

會，好讓他們幫我們宣傳。在拍照過程中

有些老媽問拍照會不會給她錢？這就怪

了，理應我們收她們錢才對，怎麼反過來

向我們要錢。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到現

在也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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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  

   這村子的風景，一個字「美」，滿眼的

葉麥，層層的蕎麥，塊塊的土豆，加上跟

人文環境搭配得如此和諧，安靜，閒適。  

   下午家訪一位年過 80 的奶奶，家裡只

有她跟一個 10 來歲的小弟弟。她兒子也就

是小弟弟的爸爸去打工了，是 3 月份走

的，大概 11 月份回來。畢竟這幾年彝族在

外頭不好找工作，她說兒子在外頭的生活

狀況有點不好，到目前為止已經換了 4 個

工廠了，有廠倒閉的，有些廠中途不要彝

族人。  

   為啥會出現不要彝族的現象呢？我想

最主要的原因是彝族人不像城裡的人那麼

守規矩，聽話。他們從小在高山生活，性

格像山裡的狼一樣，自由自在。還有是文

化、教育關係，那一輩人，大多沒有受過

教育的，因此有些時候看問題，做事情時

跟受過教育的城裡人肯定是有分歧的。  

 

 

 

 

8 月 4 日  

   下午前往龍恩村，大太陽，租了一輛

麵包車前往目的地。在車上我們想龍恩村

肯定好，不能辜負這麼好的天氣啊！  

   跟想像差不多，那裡人甚是熱情，有

請我們當客人的；有給我們帶吃的。我們

說了來歷，他們說好﹗幫我們掛橫幅、找

釘子、抬桌子，拍照的人多，排成長長的

隊伍，有老人單照的，有全家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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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發物資，最辛苦的也是此

時，第一是人特別多，很難組織；第二是

當地人修養的原因。我們把小孩排成一

行，一邊發物資，一邊教他們學些禮儀，

比如接東西用雙手並說「哢莎莎」，雖然他

們說時有些是感覺有點不自在，不好意

思，但是朋輩的影響，漸漸變好了。  

 

 

8 月 5 日及 8 月 6 日  

在途上  

 

 

 

 

8 月 7 日  

   一大早就來到菲土村。這是最後一個

村子，有點興奮，工作還是很積極，有勁，

有活力。  

   地方有點遠，坐車後得走一段路。剛

剛下車便下了大雨，出發時有太陽，所以

沒準備雨鞋，雨帽子。幾分鐘全濕了，雨

順著汗從頭流到臉和眼裡，只好邊擦眼邊

進行趕路，慢慢路也開始變滑，我們只好

相互幫忙，冒著雨，頂著風，背著東西踏

上遙遠、艱難險阻的路，想了一下，沒必

要繼續趕路了，雨一直下活動也搞不成，

就在路邊休息，躲雨。兩個小時後，到目

的地是已經 11 點，點了一把火，把脫下來

的衣服烤乾。 12 點半開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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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8 日  

   第二天，我們都感冒了，早上拍照片，

做活動，下午去考察，感觸頗多。勞動人

們很辛苦，差不多一滴汗水換來一個種

子，但在勞動過程中看不到我們想的那麼

悲觀，他們很高興，因為自己種的，經過

長時間努力有收穫了，老天沒有辜負他們

的一番功夫。  

   對的，現在這個社會處處充滿競爭，

天天都活的那麼累，那麼苦，心裡沒有休

息，放鬆的時候。相反，農民伯伯們活的

很開心，滿足，有事沒事，端起茶杯在院

子一坐，聽聽鳥兒歌唱，看它們跳舞，看

雲卷、雲舒。自在，悠閒。  

 

 

 

8 月 9 日  

   中午結束了在布拖的服務，收拾好行

李，下午 6 點回到西昌和美姑分隊會合，

準備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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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姑服務日程﹘志願者記錄﹙  

 

7 月 30 日  

   早上 7:30 就從西昌出發，由於當天在

下雨，加上我們的行李比較多，隊員就像

一個打工仔，全身大包小包掛著，並且還

被雨淋濕了，但當我們及時趕上車時心情

是非常的高興的，對此次活動和美姑充滿

著期待。  

   從西昌到昭覺的路段暢通無阻，但天

公不作美，昭覺到美姑的路段卻爛得非常

不堪，因為修路。修路工人就是一頭活生

生的攔路虎，可憐的我們被困在路上足足

堵了 3 個小時，到下午車子才能過去，到

美姑縣城時已是下午 6 點整了。由於美姑

到洪溪已經沒有車，當晚留宿美姑，順便

走訪一下縣城。  

 

 

 

 

 

 

 

7 月 31 日  

   一大早就坐上美姑到洪溪的車，由於

路段正在維修，也是走走停停，中午 11

點才到洪溪鄉，今天的目的地是依果覺

村，需要在洪溪鄉轉麵包車。找麵包車

時，又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由於下

雨，路上漲水了，車子排氣管容易進水，

導致熄火，故很多司機都不願意過去。最

後我們跟一位司機叔叔說請他試一下，如

果到那個地方實在不能過去，把我們放下

就可以啦。在我們再三要求下司機叔叔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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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答應試一試，到了那條河後，我們五個

就下車，脫鞋渡河，以減輕車子的負擔。

河水深不深﹖只有自己下水才知道，都已

經超過我們的膝蓋了，萬幸的是車子終於

順利通過，因為我們帶的物資比較多，人

工搬運是不可能的，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

託在車子上了。  

   當我們到達第目的地依果覺村後，就

找了一戶村民，把物資整理好，拿著相機

行動了，在這個村子裡我們帶 40 多個孩

子做了活動，為 30 多個老人拍了照，播

放了 2 部電影。  

 

 

8 月 1 日  

  下午往幹都村，由於當地人居住比較分

散，必須找一個中心地點。我們為 30 多

個老人和 30 多個孩子的服務。拍照時，

他們都害羞，慢慢地，溝通交流過後就自

然多了。  

   當天晚上，住的那家叔叔說，這裡的

大學生寥寥無幾，平均一個村子都沒有一

個，大多數人年輕人由於家裡經濟能力，

加上自己也沒有讀書的意識，都到外面打

工去了。他說像我們這樣能夠順利讀書是

非常幸運的，我們要學懂珍惜，好好學

習，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幫助自己的同胞。

叔叔一番話真的感人肺腑，我們應該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然後學會感恩，回報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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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 日  

在途上  

 

 

 

8 月 3 日  

   中午，把前天拍的照片整理好後，就

往下一個村子出發了。采乃堅村大概有 40

個孩子，30 位老人。這兩天天氣比較好，

人們都在地裡割蕎麥或挖土豆，於是我們

就把拍攝活動地點安排在他們勞動的地

方，一塊地一塊地的走訪拍照。  

   這裡的孩子也是主要的勞動力，有的

在照顧小弟弟妹妹，有的在挖洋芋，有的

在趕馬運東西，每一塊地裡每一個人都在

認認真真做自己的工作，他們做事的態度

看到他們對生活的渴望，佩服他們的這種

積極向上的心態。  

 

8 月 4 日  

在途上  

8 月 5 日  

   走訪完采乃堅村後，就來到了吉門

村，這個村子有 40 多個孩子和 30 多位老

人。這幾天時而會下小雨，但這並不能阻

止人們去勞動。在村子，不管是陰天還是

晴天，都是他們的勞動日，晴天挖洋芋，

陰天收割蕎麥。  

   為了能夠給在雨中勞動的他們拍照，

一大早就帶上相機和雨傘走了一座又一

座的山，鞋子和褲子全部被露水淋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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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反而有種陶淵明的「但使願無違，衣

沾不足惜」感覺。  

   行走的過程中，遇到了兩個在雨中放

牛的孩子，七、八歲左右，問他們放牛和

一些關於學習方面的問題。他們說一旦不

在學校，白天不是幹農活就是幫家裡放牛

放羊。他們說放牛還好一些，因為他們可

以一邊放牛，一邊學習，如果是在地裡幹

農活的話，就只有到晚上才能做作業。  

   聽到他們的陳述，想到我們一些孩子

有那麼好的資源卻不好好珍惜，學習，特

別是一些大學生，感謝兩位小弟弟帶給我

的反思。  

 

 

 

8 月 6 日  

在途上  

 

8 月 7 日  

   來到依達阿門村。有 40 個孩子和 30

位老人。我們到那裡後，中午時候雨點也

會像調皮的小孩子似的跑過來搗亂，一會

兒來了，一會兒又走了。  

   由於這裡海拔比較低，可以適合種花

椒。當地人忙於摘花椒。不管是老人還是

小孩，當我們帶孩子們做活動時，發現他

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雙手被花椒刺的手

指心全部是小黑點。但不曾聽他們說痛，

其實說疼也沒有用的，因為你說疼還不是

得繼續堅持摘下去。孩子們擔心的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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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不疼的問題，而是自己辛辛苦苦摘的花

椒能不能換個好價錢去湊夠學習費用。  

   看到孩子們手上的傷痕，再看看我們

白嫩的雙手，真是愧疚萬分。有一個讀小

學三年級的小妹妹還寫了一張賀卡給我

們，說是我們來訪，他們非常的高興，看

到小妹妹寫的賀卡，我們非常的感動。  

 

 

8 月 8 日  

在途上  

 

8 月 9 日  

   晚上會回到西昌，和布拖分隊會合。

由於太累了，我們就早早的休息了。第二

天我們兩隊就進行交流和意見的交換，總

結。  

   通過這次活動，我們得出的最重要的

一個感悟，就是一定要珍惜自己所有的資

源，好好努力，改變自己，改變自己周邊

的鄉民。  

 

 

附件  

志願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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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感想  

 

吉木拉破   

每一次志願者服務都是一次心靈的洗滌。首先非常感謝土房子和曙光慈善基金會

的幫助，我在此代表西部山風和受益的諾蘇同胞們向你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此次我們的主要服務地點是美姑和布拖的 10 個村莊，服務地點較為偏遠，故所到

之處居民的生活條件非常的艱苦，電是通了，但交通還非常的不便。當地的經濟也是

非常的落後，經濟來源單一，所謂的經濟收入就是靠那幾畝薄田上種的蕎麥、青稞、

土豆。這幾種農作物根本就不能買幾塊錢，就算是當地今年氣候比較好，農作物的產

量比較好，但是，你要把這些農作物賣出去可能還要倒貼一些運輸費，故交通不便和

農作物單一限制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再加上家裡面孩子比較多，很多家庭根本就不能

提供資金讓孩子上學，只能當孩子們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後，就讓他們到沿海和邊疆地

區去打臨時工，故村子裡剩下的就只有一些留守孩童和空巢老人。  

當看到自己的同胞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很多孩子不能正常上學時，我感到非

常的愧疚，因為最起碼我現在大學裡讀書，思考的更多的是明天的問題。在我看來，

擁有優越資源的人，不是要有優越感，而是盡自己所能去學習知識，改變自己然後去

改變自己的同胞，而我身為一個彝族青年，卻不能為自己的同胞做些什麼改變。並且

有時候也會問自己，以目前自己的這種水準，自己又能夠做些什麼。有時候當理想和

現實差距太大時，不是要把理想縮小，而是在現實中注入更多的實際行動以縮小二者

之間的差距。故身為大學生的我應該在大學裡努力學習知識、文化、技巧，全面發展

自己，爭取早日能夠為自己的家鄉、民族、國家做一些改變。  

此次最大的感受莫過於有學習的機會，真的是非常的來之不易，我們應該抓緊時

間，去充實和提升自己。  

 

-------------------- ------- -------------------- ------- -------------------- ------- -------------------- ------- -  

李健  

志願者「送人玫瑰，手有餘香」。的確，這一次志願者活動真的讓我受益匪淺，首

先，豐富了我個人閱歷。身為一名普通的大學生，不單要學習書本上的科學文化知識，

更應該進行全方面的素質拓展，在學習中成長，在實踐中成人。  

身為一名志願者，能為家鄉的父老鄉親盡一份綿薄之力，我深感榮幸。我沒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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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做很多的事，我有點內疚。這次志願者活動，讓我更好的瞭解父老鄉親們的生活，

看到他們支援我們的活動，我非常的感動。我是一名少數民族學生志願者，一名有民

族信仰的少數民族志願者。  

我們對於社會，無異於滄海一粟，而正是無數的滄海一粟構成了川流不息、構成

了波瀾壯闊。人類社會需要志願者，落後的涼山鄉村的老幼需要我們，民族進步也需

要我們這樣的志願者。最後真心的感謝西部山風志願者協會給予我這次難得的機會，

這次活動讓我學會了怎樣更好的與一個團隊共事，祝我們團隊的工作越來越順利！   

 

-------------------- ------- -------------------- ------- -------------------- ------- -------------------- -------  

馬旭  

這次的美姑之行在歷經十幾天後圓滿結束了，  這次的活動，沒有想像中的艱苦，

但是也體驗了一次不一樣的生活。十幾天來，看見了許多的不可思議，也漸漸明白了

中國農村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的充滿詩情畫意，取而代之的是農民群眾在貧苦邊緣的

掙扎。   

這次的活動，我的感觸特別深，很多之前不敢相信的事情，居然就發生在了我眼

前，我從來不敢相信，那樣的生活會有人堅持下來。當然，我們也一樣的過了十幾天。  

這次去美姑，看著那裡的人民，看著那裡的孩子，都是那麼的淳樸，那麼的善良，

沒有都市的繁華，沒有城市的喧囂，到了那裡，就會想要留在那裡，沒有離開的願望。

這次時間很短，收穫卻不少。臨走還被那裡的孩子感動了一次，不過，我想我也會記

住他們的，沒事！  

就這麼多，美姑行很圓滿，我的收穫也很圓滿！  

 

-------------------- ------- -------------------- ------- -------------------- ------- -------------------- -------  

吉什爾以  

首先感謝土房子、曙光慈善基金會對我們的資助，沒有充足的物質保障，我們的

這次志願者活動是很難完成的，所以我的心情是感激與幸福的。  

到了美姑鄉下，我感到很震驚，艱苦的生活環境，多變的天氣，穿著再樸素不過

的居民，不管颳風下雨，照樣不耽誤他們的勞動，十幾歲的農村孩子，每天背著比他

還大的背簍裝土豆，他看我的眼神，是羡慕與靦腆，他多麼希望有一天能像我們這些

大哥哥一樣上大學，不過他還得繼續做完他的農活，並且不任勞任怨，這樣踏實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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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是我尊敬的一面。  

我受到了一種教育，就是珍惜時光，學好本事闖天下，我更應該銘記過去那份在

求學道路上的艱辛與感動，我們更應該把這種精神繼續傳播下去。我已經是一名大學

生，我有責任和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祇是換得孩子們一絲的微笑。  

我越來越相信，我們身邊有更多的人需要我們的善意的介紹與鼓勵，在他們的路

上，有人可能走得遠，有人可能走得不是很遠，但是，我相信，在他們的內心深處，

曾有一份記憶，是關於某些大哥哥曾經關心過他們，並給了他們一絲希望；在這個世

界，有那些基金會關注他們，希望他們健康成長，生活幸福，希望他們走得更遠。孩

子的內心是激動與感激的，而這是我們初心。   

最後，再一次，感謝相關的資助機構對大涼山孩子的深切關心，同時也感謝相關

的資助基金會提供這個鍛煉人的機會給我們，這是難得的機會，以後有這樣能為涼山

的孩子作一點貢獻的事，我肯定全力以赴。   

 

-------------------- ------- -------------------- ------- -------------------- ------- -------------------- -------  

阿說拉門  

在此我代表我的故鄉美姑的父老鄉親們，感謝各位愛心人士的幫助。在此次活動

中，他們感受到了溫暖和關愛。還有我們這次的活動是很成功的，但是，沒有土房子

和曙光慈善基金會的幫助，我們這次志願者活動是很難進行的。  

此次感受很深，生活在彝鄉的高原區的我，雖然每一次回去我都會看到和參與這

裡的生活，但這次卻是以不一樣的形式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參與的。我也非常感謝這些

有志青年，能夠犧牲他們的暑假來此進行志願者活動。此次最快樂的莫過於村裡的老

人和孩子們，雖然孩子們都比較靦腆，但還是非常積極地參與。當他們看到那一張張

洗出來的照片時，臉上的喜悅恐怕那張小小的臉龐盛不下了。  

當我們的隊員們帶領他們畫畫和做各種遊戲時，他們是那麼的投入和專注。我還

是第一次看到孩子們這麼高興和專注投入。平時那些非常的調皮男孩，此時無往日的

野性了。再來看看，那些父母和爺爺奶奶們也在興高采烈的交談著，好像趕集時那樣

似的激動著。  

志願者們的到來為寧靜的村莊帶來了很多驚喜和快樂，為孩子們帶來了很多期待

已久的快樂，為老人們帶來了很多年前看電影時的場景。整個村莊彌漫著新的活力。

小孩們非常羡慕這些大哥哥姐姐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夠像他們一樣順利的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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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老人們第一次接觸志願者服務，覺得其非常不可思議，也讓他們再一次對現在的

大學生刮目相待，看待生活有了不一樣的視角。  

此次活動給孩子們留下了新的希望，為村民們留下了新的生活態度，其意義是非

常深的，望今後能夠再次有這種機會。  

 

--- ------ ------ ------ --------- ------ ------ ------ --------- ------ ------ ------ --------- ------ ------ ------ -----  

楊日作  

這世界永遠比我們想像的更深不可測。但不去經歷，怎麼體味這其中的酸甜苦辣？

帶著我們心中的信念，起身去了我們的第一站。  

布拖，跟之前聽說的有些相似之處，這裡是涼山最貧困的縣之一，毒品重災區，

HIV 患者高概率區。刺眼的烈日，貧瘠的黃土，滿天的灰塵，瘦骨嶙峋的人們。一切看

起來好無聲息，對這樣壓抑的環境，我是抗拒的。  

可是，為什麼心裡會這麼的心酸？  

是的，我的同胞在被疾病和窮苦折磨，他們眼神已經冷漠，他們天生的率真已經

化成了粗魯。我心酸，心疼，失望。直到，看到小朋友一張張天真可愛的笑臉，老人

們慈祥的眼神，我緊繃心才放鬆下來，才溫熱起來。我們現在可能改變不了他們的生

活環境，但是我們可以給他們帶來短暫的歡樂，一步步走，一點點的改變。  

儘管有些困難和阻礙，我很欣慰，我們西部山風青年志願者協會的第一次實踐活

動圓滿完成。不僅收貨了旅途中的酸甜，而且還驗證了我們團隊的凝聚力。不管是團

隊成員之間的溝通和合作還是成員的歸屬感，都充分在此次活動中體現了出來。我對

我們協會的前景很有信心。  

 

-------------------- ------- -------------------- ------- -------------------- ------- -------------------- -------  

吉爾爾海  

 古人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夠在這個假期參加這麼有意義的活動，我是幸

運的。微笑涼山行給了我許多的收穫，許多的經驗，許多的成長。  

為了做好這次活動，我們成員在前期做了很多的準備，包括吃苦的準備。當我們

坐車行駛在前往目的地山路上，帶著的是愉快而憧憬的心情。但最初的熱情被潑了冷

水，村民們的防備心很強，不怎麼願意和我們交談，更不願意來拍照。我們也曾一度

灰心。後來才知道以前他們受過騙，也是一些來拍照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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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成員的努力下，村民們終於相信了我們。我想誰都會有防備之心，這是一

種自我保護。我們成員和村民之間進行了真誠地交流，一個老人對我說，他還沒見過

我們這麼好的大學生，他說年輕人就該這樣。  

那裡的收入來源很少，能種的就馬鈴薯和蕎麥，蔬菜是從西昌運過去的，所以很

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只留下小孩和老人。現在大多數的農村都是這樣，因生活所迫而

出去打工，又沒有知識，更不瞭解外面的世界，跟不上時代的腳步，偷和搶就出來了，

於是他們的形象在外面就很差，他們的打工途也更艱難，偷和搶就更多了，這樣的惡

性循環只是生活越來越艱難。我知道，我們民族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或滅亡，或破繭

重生，一切都在我們這些年輕一代的選擇。  

後面的進行得很順利，我們成員間也變得更默契了，當老人和孩子拿著一張張充

滿微笑的照片，當孩子們拿著心愛的學習用品，當老人拿著洗漱用品，他們微笑了，

我們也微笑了。當我們在最後一個村放電影後，就要離開時，老人和小孩的眼裡滿是

捨不得，問我們還會不會再來，我說一定會的。  

微笑涼山行，是一個不一樣的假期。  

 

-------------------- ------- -------------------- ------- -------------------- ------- -------------------- ------

郭付才  

 本次志願者活動時間為 7 月 30 日到 8 月 10 日，時間不長，但是收穫還不錯。剛

到大涼山深處的山區裡特別不適應，氣候惡劣、飲食不習慣、道路泥濘…比起這些，

讓我內心更加觸動的是大涼山深處的人。孩子們衣服破爛，鞋子沒有，可愛的小臉上

掛滿髒東西，一雙雙可愛的小手都是泥巴。看到這些才知道我們的生活過得多麼的安

逸，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努力呢？  

這次去大涼山就是為了看看 2020 能不能實現小康，我看還需努力。還有一個目的

是去體驗生活，反省下自己到底需要什麼。去了十來天我並沒有反省出來，可能是我

沒有真正的思考吧。現在想想，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需要，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大涼山深處的人們究竟需要啥？我想就是交通、教育、幫扶吧。交通是致富的首

要條件，教育的發展，才能夠讓人們知道如何去致富，加上我們的幫助，我們相信一

定會有很好的發展。  

西部山風志願者團隊第一次做這些活動，有很多缺漏。團隊的領導、，活動的開

展、村民的公關、等等，都存在一些問題。當然，在建設團隊的過程中個人能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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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也是至關重要的。希望我們團隊不斷的成長，我們每個人不斷成長。  

 

-------------------- ------- -------------------- ------- --------------- ----- ------- -------------------- ------  

曲木日祖  

 這是我第一次做這樣的志願活動。有些事只有經歷了才知到跟沒經歷有啥區別，

通過這次活動我知道了很多、學會了很多、領悟了很多、想的也不少，總之收穫頗多。

主要一下幾點：  

1.  如何做志願﹖做志願無非向他人介紹，為他人服務。但是一個非常重要也是非常

關鍵是問題是你以怎樣的方式去幫他們，用怎樣的語言與他們溝通。做到他們是

樂意接受我們的服務，我們做事要事倍功半。  

2.  如何與團隊一起做事﹖一個人不叫團隊，因此如何使團隊做事達到高標準、高效

率就得學會如何與團隊一起協調、配合。簡單說你是選擇 1+1>2 還是 1+1<2。  

3.  計劃總是跟不上變化，因此做事要充分準備好一切，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做好

最切準備。  

4.  當地文化教育水準普遍較低，父母輩就不說了，連現在這一輩也存在。很多家庭

的孩子不讀書，要麼跟父母親到外地打工，要麼娶個老婆好好過日子。好在現在

慢慢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搞好教育才是重點，只有搞好教育，思想上真富有

起來才能讓他們真真的脫貧。  

5.  交通很不好。聽當地人說修公路的款是早就報下來的，可是中途不知道哪去了。

可以說交通跟教育同等重要，一個地區沒搞好交通，那麼這個地區就是封閉的，

想出去的出不去，想進來的進不來，完全做不到「引進來走出去」相結合。  

6.  由於氣候，高山偏遠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導致農作物很簡單。經濟作物主要是土豆、

葉麥、苦蕎，收入來源非常窄。其實這還跟教育，交通是分不開的，唯有把教育

提高，公路修好，才能引入更多的經濟作物，引入更多的技術。環環相關，因此，

第一不步就是修公路，搞教育。  

 此次活動給予我非常多的反省，身為一名彝族大學生，我們並不僅僅去說說而已，

而是看清事實以後就付諸於行動。我們要通過在大學期間不斷用知識充實自己，改變

自己，然後慢慢的去改變自己的家鄉和同胞，所以，加油吧，用自己的行動去改變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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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石鬼  

懷著一顆火熱而充滿信心的心，我們為了瞭解自己的家鄉，改變自己的家鄉。進

行了為期 13 天的「微笑涼山行」活動。  

13 天，雖然說也不是很長。但是不管對於我個人，還是我們的團隊，我覺得都成

長了不少。在此次活動中，我個人有幾點感想﹕  

1.  這片土地需要我們，真的很需要我們。從小孩到老人，家鄉的同胞是那樣的淳樸

善良。但是由於貧困，由於地理環境，由於很多陳規陋習。他們的生活真的有點

苦。對於這種情況，身為一個彝族青年大學生，我們有責任站起來承擔責任。為

父老鄉親，為了民族的未來，為了那一個個孩子渴望的眼睛，我們應該站起來，

行動起來，去改變這片土地。讓她變的更好。  

2.  通過這次活動，我覺得要想改變他人就先改變自己。只有自己在更好的位置，更

高的學識，更厚的品德，更好的經濟條件，我們才能更好的為公益做一點事，才

能更好的改變想要改變的。我覺得不管是我個人，還是我們的團隊，都需要改變

很多，需要學習很多。  

3.  對於團隊，我們應該明確我們的宗旨，明確為什麼做志願者，共同目的是什麼﹖

只有指導思想更明確，我們才會走的更遠。其次，對於所做的每一個活動，都認

真考慮是否真的有意義﹖能改變什麼﹖能產生什麼影響﹖這樣我們才能做更有意

義的活動。  

4.  最後一個是資訊公開化，讓每一個隊員都知道該知道的資訊，這樣才能更好的加

強隊員之間的交流和團結。  

這是我個人的幾點感想，給自己和團隊的一點建議。西部山風，一群熱血的彝族

青年大學生。我們走出了第一步，我們是優秀的，我們是充滿責任感的。但對於未來

的路，我們還需要很多努力，讓我們保持那顆純真而執著的心。不忘初心，不失方向

的走下去，為了那一雙雙渴望的眼睛，為了心中那顆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