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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彝縷陽光服務  

2017-18 年度服務報告–選篇 14 

 

 

 

 

彝縷陽光  

受惠人次 :  650  

 

彝縷陽光一年的服務如期完成，這一年，我們秉承薪火相傳的理念，在山區開

展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服務；在高校展開彝文化學習交流活動；去年五月份開始的

四次涼山州短期支教。通過與山區孩子的相處，幫助志願者和孩子互相成長。我們

始終堅信，生命是可以影響生命的，愛是可以通過這樣的途徑傳遞的，我們可以一

起走向美好。  

 

此外，我們還組織了彝族大學生走了一次文化回歸之旅，從雲南昭通走到四川

涼山，這是彝族祖先的遷徙之路，這一路留下了族人的智慧歷史。踏著祖先的足跡，

感受祖先的智慧，彝族大學生更認識本族，認識自己，提高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公益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我們只是力所能及的做我們想做的能做的，用這種態

度去影響身邊人，讓更多人去傳遞愛，分享愛。   

 

合作夥伴  

1.  北京西部陽光基金會  

2.  四川師範大學  /  西南民族大學  /  南充師範大學彝族學生  

 

統籌職員  

加主布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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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況  

1.  組織志願者到彝族地區為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服務。  

2.  在高校推廣彝文化教育，定期開展彝文化學習交流活動。   

3.  為山區彝族學生發放助學金。  

 

服務成效  

1.  共開展了五次山區支教，孩子長見識、談理想、學彝文，獲益良多，而志願者

亦能實踐所學。  

2.  確定團隊的服務理念，服務宗旨，服務方式。  

3.  在高校開展彝文化學習活動，提高彝族大學生對本族文化的興趣。  

 

發展方向  

1.  持續開展山區助學服務及彝族文化傳承服務。  

2.  培養心懷熱忱的彝族學生，朝向更專業的服務方向發展。  

 

服務情況  

2017 05   第一次志願者培訓  

共有 22 人參與，談以下主題﹕  

1.   彝文化傳承  

2.   如何幫助山區孩子成長  

3.   彝族大學生應該如何在城市生活中樹立好

形象   

4.   大學生如何自我管理  

香港義工容曾莘薇女士的演說讓大家輕鬆

學習、提問及回應。  

志 願 者 在 活 動 後 均 表 示 ， 只 要 時 間 不 衝

突，都想參與彝縷陽光的活動，也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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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08 08-10   橋勒莫村服務  

橋 勒 莫 村 位 於 越 西 縣 白 果 鄉 ， 共 有 120

戶，由於交通不便，海拔高等自然因素令經濟

落後，多數年輕人都外出打工，村裡留守兒童

和空巢老人偏多。  

我們在村內留了 3 天，與孩子爬山、摔跤、

跳達體舞、製作海報、學習彝文，誦讀三字經；

亦探訪長者。  

 

 

 

 

 

 

 

 

 

 

 

 

2017 09 30-10 06    回歸之旅  

這趟旅程以以傳承與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為

目的，以學習地方特色文化為體驗。行程包括﹕  

1.   成都往昭通，認識彝族歷史，約見當地彝

族大學生。  

2.   參觀六祖廣場、龍家祠堂及昭通市博物館； 

談彝族青年應該傳承的 12項優秀傳統。  

3.   昭通經雷波到昭覺至美姑，在美姑大橋做

《招魂》法事後往布拖交際河。  

4.   到達合井鄉家訪 3名學生；  

採訪交際河中學彝文老師吉斯老師，瞭解

當地的火把節情況，以及他 17年的彝文教

學歷程；  

返 回 昭 覺 拜 訪 吉 克 老 前 輩 ， 探 問 彝 族 來

源，畢摩文化及德古文化等。  

5.   拜訪彝族相聲演員莫色阿沙前輩，學習彝

族爾比爾吉，彝族相聲的歷史，以及彝族

布拖交際河家訪  

 

 

 

 

 

訪問相聲演員莫色阿沙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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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和酒文化的知識；  

參觀谷克德，瞭解當地歷史；  

參觀博拾瓦黑景點；  

聆聽彝族經典《阿莫尼惹》；  

與村民交談。  

6.   昭覺往西昌，約見當地彝族大學生；  

到喜德拜訪彝族漆器傳承人吉伍巫且，學

習彩繪漆器及漆器製作流程；  

參觀彝族法事（歇布）後回成都。  

 

 

學習漆器  

 

 

 

 

 

2017 11 03   火塘文化系列  

聚會中 介紹彝縷陽光及彝族大學生交流

計畫，暢談婚俗、愛情觀，亦探討彝族地區社

會服務的方法。  

 

 

 

 

 

 

 

2018 01 23-02 22    喜德縣支教  

已擁有彝文基礎的彝族大學生，在春節假

期到涼山州喜德縣甘哈覺莫村，為 50 名留守兒

童開辦彝文基礎知識啟蒙課、夢想主題分享、

及多元智能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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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的話  

 

勒格木果    

用心陪伴，用心感動  

彝縷陽光越西縣橋勒莫村山區空巢老人、留守兒童服務之旅已經結束了。此刻

回首，心裡除了感動就是再次抖擻精神，繼續前行的決心和勇氣。能有此番經歷，

非常感謝西部陽光橋畔計畫、土房子、彝縷陽光的支持，非常感謝彝縷陽光的志願

者夥伴和橋勒莫村的長輩們和孩子們，感謝緣分。  

 

憧憬  

一直以來我都是一個被幫扶的對象，現在要學習當一名服務他人的志願者時，

滿腦子裡都是過去和愛心人士在一起時的情景﹕一起分享故事、一起遊玩體驗城市

生活、一起玩遊戲、一起畫畫 . . . . . .回憶每一個被愛包圍的時刻，同時去想像我將要

面對怎樣的小山村，面對一群怎樣的孩子 . . . . . .憧憬將要經歷的那一段學習生活。  

或許那裡的山村也跟我曾經生活的山村一樣吧，有藍天白雲，有青山綠樹，還

有一群淳樸的人，還有那忙不完的農活。  

或許那裡的孩子的童年也像我曾經的童年一樣。在這個季節，小一點的孩子會

跟著那些不能幹重活的爺爺奶奶放牛、放羊；要麼給躺在樹蔭下的爺爺拔鬍子聽故

事；要麼和同伴們聚在某個陰涼的地方抓石子；有些男孩子或許會到樹林裡找鳥

窩；那些勤快懂事的孩子會趁閑撿些柴禾背回家；大一點的孩子可能跟著父母一

起，整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在地裡挖洋芋、摘花椒、收蕎麥，被太陽曬得快要發暈。 

我將去的地方會是什麼模樣？那裡的人、那裡的孩子又將如何？那裡的孩子也

一定也像曾經的我一樣渴望著到學校學習。那些還沒有上學的孩子也一定經常問他

的媽媽﹕「我何時可以去上學？」  

 

一路向前  

因為憧憬，因為夢想，我們一路向前。  

我們幾個志願者約好 8 月 6 號在越西會合。我和吉布阿支經過了 5 個小時左右

的大巴車程，帶著疲憊和期待，從喜德縣趕到越西縣乃托鎮與同伴們會合。再坐原

先租好的小汽車向橋勒莫村出發。剛出發時我們有說有笑，滿臉的陽光。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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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後，車開始爬山，開始在坑坑窪窪的山路上顛簸搖晃，陽光直射，車內溫度猛

漲，身上汗水直湧，時不時車窗外飄來一陣車輪燒焦的味道。在通過很陡的坡段時

還需下車推車 . . . . .  

由於車內溫度過高，司機從縣城買的兩隻雞在半路上死了，有一個車輪也因受

不住路面石頭的折磨爆胎了。之前的滿臉陽光，被曬得滿臉油光。一路上，雖然艱

難，但我們幾個不知疲憊，一路向前。  

路邊是七八十度的陡坡，除了一些灌木就是雜草和石頭，對面也是陡坡，是一

片早已荒廢了的耕地。不敢想像這裡的人如何在這樣陡的地裡耕種糧食，我心裡除

了疲憊還有對當地人的佩服。  

橋勒莫村處在一個半山腰的緩坡上，就像是被山捧在綠色的手掌裡一樣。村落

背後的坡地較緩，就 60 度左右，也是一片被遺棄了的耕地，雜草叢生。唯有村民

的屋前屋後的平緩的地方種著些玉米和土豆。  

我們到達時是下午四點左右，天藍雲白，村落和諧寧靜，這裡景色異常優美迷

人  

 

用心陪伴 (一 ) 

村裡的老人熱情淳樸，孩子陽光天真。我們幾個志願者到達橋勒莫時，在前往

志願者家的路上遇到的村民，看到我們一群陌生人到來時，滿臉笑容，像玉米地裡

的那一朵朵向日葵，他們眼裡充滿熱情，向我們連聲問好。看著美麗的景色，走在

寧靜古樸的村莊、與淳樸善良的人們打招呼。之前一路的顛簸和疲憊隨風而逝。  

同伴的家空蕩蕩的，而且有些潮。我們走進去時覺得有點無助。我們放下行李

就去了他奶奶家，因為有客人（我們）要來，他們家裡來了很多人，他的爺爺奶奶

很熱情，我們一坐下，爺爺就跟我我們問好，問我們從哪裡來等等，奶奶則拿出她

釀好的甜酒招待我們。吃過晚飯後，我們幾個志願者和村裡的孩子到屋後的荒地裡

去玩，地裡有一群黃牛在悠然吃草，還有一座座零散的房子（夥伴說那裡的很多房

子都沒人住，空著的）。  

在四處觀望時，我發現有一頭牛跑到一座用竹子和泥土蓋的土胚房，在長滿草

的屋頂吃起草來，我連忙跟他們說我的發現。跟我們一起出來的幾個孩子跟我們沒

那麼陌生了。看著這大片荒地，這一座座空房，和這幾個快樂的孩子。我心中突然

湧出一種莫名的感傷。當時我在想﹕綠色的村莊、淳樸的老人、天真的孩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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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最接近心靈的深處，我要做一個沒有故事的孩子，學著做一個喜歡看故事的孩

子，隨時準備著感動。  

在橋勒莫村，手機沒有信號，打個電話需要到處找無線信號，登個 QQ，刷個

朋友圈什麼的，太「奢侈」了，消費不起。夜晚，我們圍坐在我們夥伴的爺爺家的

火塘邊，靜靜地聽老人們話家常，看著小孩在大人身邊笑著，快樂著。放下手機，

靜下心傾聽周圍的聲音。或者平凡，但我相信用心陪伴，足以感動。  

 

用心陪伴 (二 )  

在橋勒莫村的日子裡，我隨時準備著感動，因為村莊的古樸寧靜，更因為那一

群努力向上，懂得感恩的孩子。  

第一天我們一起上山燒烤、一起上山玩遊戲，一路上孩子的舉動讓我印象深

刻，讓我感動。上山走的是彎彎曲曲的羊腸小徑，坡度大，有些地方是沙石路，容

易打滑，很難走。或許孩子們習慣了走山路，又或許因為我們的到來讓他們高興，

他們精力充沛，一路領先。而我或許是在學校呆久了的緣故，沒走多久就有些力不

從心了，有幾個孩子跑來，把走不動的志願者連推帶拉地往前推進。  

我跟孩子說我小時候放牛，採蘑菇和上小學的故事，他們跟我說他們打鳥，找

草藥，和長輩們打野豬的事情。走到半路上是我口渴了，忘了帶水，他們帶我去找

山泉水喝，有一個男孩子看著我額頭上開始流汗時，示意幫我背包包。還有些孩子

一路上摘花來送給我的同伴們。一路上，我都在快樂著，感動著。  

山上天清雲淡，微風徐來，遠處山巒疊岩，近處牛羊馬成群結隊，在草地上悠

然吃草。我們一起在草地上迎風奔跑、唱歌、玩遊戲、摔跤、拍照、兩個女同伴帶

著我們學跳舞。我們彼此用心陪伴，放下所有，一起快樂。  

第二天早上下雨了，但是孩子們一個都沒因此遲到或缺席。有的帶著傘，有的

穿著雨衣，也有的直接冒雨跑來，都按時到達村裡的幼教點與我們會合。有的同學

比我們先到集合點，我們到達時都跑過來迎接我們，有幾個女同學還給我們的女同

伴摘了美麗的花朵，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動的事情。上午一起在室內畫海報，裝點

教室。下午我們一起玩遊戲，學跳達體舞，學習彝文。一起學習，一起快樂。  

第三天，我們四個男生帶著幾個年齡較大的小朋友，帶著禮物去拜訪當地的老

人，去看他們的家，去傾聽他們的生活故事。兩個女生帶著其他小朋友一起學三字

經，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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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拜訪的老人都已經六、七十歲，多數都是一個人在家照顧孫子孫女，在

家養家畜。當我們前去時，熱情地引我們就坐，拿出酒給我們喝，坐著聊了一會兒，

就說要給我們煮飯。我們請他們坐下聊聊天，瞭解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故事。

他們因為我們前去拜訪而感動，我們因為他們的熱情，善良和他們的故事而感動著。 

我們走走停停，有些疲憊。但十二點左右回到幼教點時。教室裡的孩子給我們

朗讀剛學會的三字經，在朗朗的讀書聲裡疲憊再次被撫慰，心靈又一次被感動。  

下午的時候，我們收集孩子的夢想，我和身邊的朋友一起幫助孩子與環境作鬥

爭，與他們一起捍衛夢想。  

 

夢想在路上  

這是我們幾個第一次一起到山區服務，因為缺少經驗而在很多方面上做的不

足。但是在追尋夢想的路上何必強求完美。  

從憧憬到決心前往，從實踐追尋到回首總結，在憧憬中尋找方向，在疲憊中感

動，在回首時懷戀，在懷戀中開始憧憬再一次出發，我早已經準備好用心追循夢想，

隨時感動。  

我相信你的夢，我的夢，他的夢，就是中國夢。我相信夢想在路上，我也在路

上。  

 

 

 

俄底麼惹拉  

愛人，因為愛自己。首先愛了別人，才能更加的愛自己，因為別人需要你的愛，

所以你需要更愛自己，才能給他人帶去更多的愛，這是今次支教帶給我最大的收穫

吧。  

曾經，我夜夜笙歌，顛倒白天黑夜地生活，如今，我努力珍惜著每一分鐘，只

為在最短的七天裡給需要我的人帶去最暖的問候。沒錯，都是我，曾經的我，和如

今的我。看到這樣的一群小孩，我看到我存在的意義，我回憶著那個魂不守舍的自

己，感激著帶給我這次機會的團體。  

我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平凡的人，只是我們比山裡的孩子要幸運一點，我們有著

相對優越的生活環境。但是，他們和我們是平等的。我們的志願活動，應該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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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學習和促進，而非一些人眼裡的拯救、救助。用最平常的心、最謙卑的態度對

待那些孩子，給予我們的所有，讓他們的心中充滿溫暖。  

我知道我們能做的很少，但是我們的心是沸騰的，我們的身上有一股青春的朝

氣，可以感染身邊的每一個人。參加支教的志願者都想用愛和真誠，讓孩子成長。

深知自己幫不了他們太多，只希望自己做的可以更多。可能在這過程中我們會收穫

很多，但那只是短期的支教，我覺得更大的意義是體現人與人之間的愛，把愛延續

下去。  

教育是人類永遠的話題，無論從事教育理論，還是從事教育實踐，要想將工作

做好，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要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或所從事的工作有一個比較全面

的認識。支教屬於教育實踐，我們要較全面的認識山區孩子及服務目標及性質。  

首先需要明確自己為什麼去支教，支教的目的何在？我想其實是鍛煉自己，實

現自我價值。最大的受益者應屬自身，這裡所說的受益，是精神上的受益，非物質

上的。  

我們可以通過支教，不斷地完善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通過集體活動，可以形

成鏡子效應，看到自身的不足，不斷地完善自己，而且支教環境的艱苦，能讓我們

的適應性和耐受性增強，支教中的心得體會甚至會影響自己的人生觀，從中不斷實

現自我價值。有利於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自我價值觀。  

明確知道目的後，要始終堅持服務的原則，明白是我來適應環境，不是環境來

將就我。對待受教育的山區孩子，始終應持有一名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態度，而不是

覺得自己只是來體驗生活，不應覺得教育問題是其次。  

見過有些「公主病」患者，覺得自己來到支教地區，高人一等，自己就是知識

份子，為山區孩子帶來希望和福利。有這種想法是荒謬的，如果連平等的人際關係

都不能建立，何以開展教育活動﹖  

山區孩子是特殊的受教育者，對於他們，我們所需要付出的不僅僅是教授他們

知識，更重要的是開闊他們的眼界，讓他們能夠通過網路等形式認識外面的世界，

給予他們正確的鼓勵和引導，讓其身心健康發展。  

我們需要付出的耐心和愛心。改變一個生命，時間的長度不一定可靠。許多時

候，一天、一小時、甚至一分鐘，真的能夠創造奇跡，這就是「永恆瞬間」的價值。

是否能在支教中創造「永恆瞬間」，最重要的不是專業、不是技巧，而是愛和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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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伊琦  

經歷了五天的彝族生活，的確是很難忘！在去越西之前我似乎對大山沒有什麼

太大的感覺，從電視網路上瞭解了一些。我對山上無限期待，藍天白雲，青山綠水，

鳥語花香，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很期待之後發生的故事，而為之做了準備。 

經歷八個小時的車程，我們到達了越西縣，當時已經晚上九點，在布哈表哥家

借宿一晚，當時給我的感覺其實條件蠻好的，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差，各種生活設

施還都是有的，所以當時的我對接下來的幾天沒有太擔心。  

第二天，晚上睡的很好，沒有不適應，我很想快一點上山，去和那裡的小孩子

玩兒，等到了我們其他三個小夥伴之後，買好其餘物資，就坐上了上山的車，路很

險很陡，我也很擔心，雖說買了保險，但是還是怕！  

在半路也是艱難險阻，熄火，爆胎，推車 . . . .都經歷了，最後頂著太陽走了很久 . . .

我們到了山上的學校，是一個幼教點，兩間教室，教室很小，沒有我們教室的四分

之一大，我並沒有覺得很吃驚，畢竟這也是很正常。我們把東西收拾好之後，布哈

帶我們去他家準備吃午飯！當時已經下午三點，好餓啊！  

但是從學校到布哈家的那條山路實在是太難走了，路很窄，很多石頭，兩旁還

有一碰到就很痛的草，走了好久終於到了，看到了布哈的爺爺奶奶，家裡的多名親

戚，對我們很熱情，剛坐下，奶奶就端來一碗我也說不上來的東西，其實很好喝，

只是因為我太累或者不習慣就沒有喝完，哈哈哈﹗  

在我們坐著聊天時，突然牽來了一隻綿羊，原來是他們要準備殺羊款待我們，

很不好意思，但是羊肉真的很好吃啊，哈哈哈。布哈家的親戚對我們很熱情，再加

上我是唯一一個漢族女孩子，對我特別的關照，讓我不要想家，說實話當時我並沒

有想家，呵呵。  

飯後我們繼續聊天，雖然全程我都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但是那種愉悅的氛圍

也讓人很舒服，小孩子對我們也是非常好，但是看見他們的衣著我的確心裡一顫，

說不出的滋味，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但是無能為力，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布哈姑媽

家的五個孩子，老大是一個女兒，先天殘疾，還有兩個女兒，兩個兒子，家庭條件

相對較差，看得我很痛心。特別是看著大女兒的時候，我很想走近她，但是我沒有，

五個孩子都長得很漂亮，不怎麼說話，但是我能夠感受到他們對我們的友好。  

天色漸漸暗了，差不多十點的時候我們準備睡覺了，爺爺奶奶考慮到我是漢族

的原因，讓布哈給我找一間好的房間和床，我知道我並沒有那麼嬌氣，真的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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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麼麻煩，因為我們的到來已經夠麻煩他們了！可能是對環境的不熟悉和不適

應，第一晚我睡得很不好，一直半夢半醒，很難受，但是對於第二天的活動我卻有

大大的期待，所以儘管沒睡好，精神也很好！  

終於等到了我們活動的第一天，我們早早的起來收拾好之後就去了學校，到了

學校，看見很多村民和小孩子，原本打算用村裡的喇叭通知小朋友來學校參加活

動，結果沒想到啊，喇叭不給力。只好在操場上坐等小朋友的到來，差不多來了二

十多個小朋友的時候，我們也準備開始活動了。  

我們首先是跟小朋友發放了新書包，看見他們臉上開心的笑容，我也是很滿

足，拍了集體照之後，我們準備開始活動–上山！鞋子不給力，體力不支，寸步難

行，上山用了兩個小時，山路很不好走，實在讓我感到很無力啊，很口渴，沒有水，

在我無數次想要放棄的時候，看到那些小朋友緊緊抓住我的手，拉著我推著我走的

時候，儘管我真的累到不行，兩腿發抖邁不動腿的時候，我還是堅持爬上了山。  

山上真的好美啊，犛牛、綿羊、黃牛、馬群，還有隨處可見的各種小花，真的

好美，也沒有辜負我用了半條命爬上山啊。小孩子對我們是真的很好，接了山泉水

之後總是給我們先喝，我都看在眼裡，也非常感動，但是不知道用什麼方式回饋。

我們玩了很多遊戲，分組、彝式摔跤、達體舞、丟手絹，還有我帶領的喜德的表情，

我們玩的不亦樂乎，也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到了午飯時間，村民準備了啤酒還有烤乳豬，第一次吃那麼小的豬肉，而且並

沒有全熟，說實話我的內心是拒絕的，但是我還是一口接一口吃的特別香。在家裡

從來不吃饅頭包子的我，當時覺得饅頭也是特別美味，加上自貢特產香辣醬，我的

天哪，簡直不要太好吃哦！  

酒足飯飽之後我們準備原路返回了，原本以為下山會輕鬆很多，然而事實上並

不，我又用了半條命下山，我簡直是要窒息了，快要到家的時候，得知村長讓我們

去他家做客，我們都很不好意思，但是最終還是決定去！  

村長家的條件相對還是蠻好的，最起碼還在放電視，就在這時候，牽來一隻豬，

準備要殺，儘管男生上前阻攔，但是那好像是對我們熱情歡迎的表現。  

有一個小孩子生病了，看起來很可憐，旁邊的人說是什麼迷信，而在我看來就

是發燒而引起的腹脹，我想到利用酒精的辦法給小孩子物理降溫，但是我又不敢說

出來，看著好心疼，不是滋味……  

吃完晚飯之後就回了布哈家，還是圍著火爐坐著聊天，我聽不懂，很無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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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不時我還是猜得到他們在講什麼。很晚了，用稀有的熱水泡了腳，簡直不要太

舒服啊，我們洗漱好了之後就打算睡覺了，躺在床上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我以為

喝了一點白酒的我會睡得很好，不過前半夜的確還可以，可是，淩晨三點的時候我

被冷醒了，屋外在下雨，屋裡在漏雨，水把我的睡袋和床打濕了，我被冷醒了，褲

子也濕了，冷風刺骨的痛讓我很難受，我從三點坐到六點，那段時間真的是一種煎

熬，我好想哭，我好想我媽，我好想回家……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天亮。  

又到了早飯時間，布哈奶奶總是換著不同花樣的做飯給我們吃，生怕我們吃得

不好或者不習慣，當然也是真的很好吃！  

活動第二天，還在下著濛濛細雨，本來沒睡好的我情緒不是很高，而且很疲憊，

我覺得下雨天應該沒有小朋友會來學校，但是當我們到學校時已經有好幾個小朋友

早早地到了。儘管在下雨，小朋友還是陸陸續續的背著新書包來到了學校，說不出

有多感動，反正就是開心！我們在教室裡玩兒、畫畫兒、寫字、吹氣球、談夢想……

我們給他們講外面的世界，而對於他們來說成都則是代表著冰淇淋、玩具、牛奶，

簡單而又美好！內向，自卑，不說話，但是在他們身上，有著我們慢慢失去的淳樸

和善良。  

活動第三天，因為計畫有變，是和小朋友相處的最後一天了。今天有一個很重

要的任務就是探訪老人，因為各種原因我沒有去，我留在學校陪小朋友們玩兒，之

後想起來有點遺憾，我應該一起去的，那樣我會收穫更多！  

我帶著小朋友們跳了拍拍操，學習了三字經，他們很認真，我也很投入，那種

氛圍真的很棒。到了中午，探訪老人的部隊回來啦，我們就準備午飯啦！我們今天

中午與小朋友一起泡方便面，一起吃飯，場面剛開始的時候還是很混亂，但是後面

進行的井井有條還是挺不錯的哈哈哈。  

吃完飯收拾好了之後，很多小朋友準備要回家。因為談夢想的活動還有後續安

排，留了幾個小朋友下來多瞭解，其後互相道別便回家了，而我們的活動也快接近

尾聲。  

當我很煎熬覺得很委屈的時候希望時間快點度過，而真正到了結束的時候又很

不捨。下午四點我們結束活動，早早地回到布哈家，因為沒有洗澡的原因，我覺得

我已經臭到不行了，我用涼水洗了頭，那種透心涼的感覺整個人都清醒了，當然我

也是不出意外的感冒了，但是香噴噴的還是很開心。雖然身體很累，但是精神上很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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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布哈爸爸給了好多原生態的蜂蜜給我們嘗嘗鮮，哇，簡直不要太好吃啊，

和我家裡買來的蜂蜜完全不一樣，真的好棒好棒啊！  

第四天早上我們準備下山了，心裡還是有一股子說不出的難過，到了半山腰有

信號的時候，我看見了手機上家裡人發來的消息，失聯好幾天，再加上地震的消息，

我媽肯定著急死了，我能夠想像得出來那種擔憂和不安的樣子，我知道媽媽肯定著

急的睡不著覺，看到他給我發的微信我實在忍不住了，我撥通了電話，從電話那頭

傳來了一句﹕「你可把我嚇壞了﹗」我不知道說什麼話來回答，我就一直哭，抽泣

的說著我沒事，只是在山上沒有信號而已，但是我好想我媽，我想抱住她，我不敢

告訴他我的經歷，那樣只會讓他更加擔心。  

在過去的這幾天裡，沒有信號、沒有網路、沒有 WiFi，原來離開手機我也可以

正常生活，不逼自己一把，永遠不知道自己還有這麼厲害。說實話這幾天我收穫真

的太多了，很多第一次，很難忘。我收穫的遠比我付出的多得多，真真實實的體驗

了彝族生活，走近彝族家庭，親近彝族小朋友，我並沒有覺得我們之間有民族的隔

閡，而更多的是我們一起玩兒的時候的開心。  

服務，是一種態度！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這句話，我希望我不要忘記我做這些事

情的出發點，並且可以堅持下去。這個時代，很少人會花費時間精力去做這樣的事

情，其實山上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也沒有什麼區別，或許他們會更可愛，很純真，

每一個都是一朵花，而每一朵花都值得盛開。  

因為熱愛，我還會繼續，我會和那些單純的孩子一起成長，大手拉小手，用生

命影響生命！感謝經歷，感謝遇見，我努力的做好自己，給他們樹立一個可以學習

的榜樣，同樣我希望在他們的成長道路上不要遺棄他們曾寫下的夢想，因為每一個

人都有權利期待！每一個夢想都值得灌溉，同一片天空下我們互相關愛！  

 

-----------------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