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 學年教育工程報告
Education Projects Report

現在及曾經受助的大學生，部分已成家立業
University students previously and currently sponsored by CRRS; some of them have married and some experienced successful careers.

廣西助學計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s in Guangxi
【文更】共資助學生和教師 750 人次。 從 2003 年起累計資助 14,510 人次。詳情如下：
A. 2019-2020 學年，
During the 2019-2020 school year, CRRS awarded 750 sponsorships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It brings a
total of 14,510 sponsorships since 2003. Detailed information is shown as follows:
助學計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
小學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初中生 Ju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高中生 Se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大學生 University Students			
教師專科 / 本科 Teacher(Certification program)		

教師研究生 Teacher(Master degree program)		
總數 Total				

2003-2019
1,196

2019-2020
0

2003-2020
1,196

646

0

646

9,693

700

10,393

680

40

720

1,100

10

1,110

445

0

445

13,760

750

14,510

B.【文更】繼續集中資助都安縣、田東縣、環江縣
和龍州縣的五所學校。
CRRS continued to focus our support on 5 schools
in four counties: Du’an, Tiandong, Longzhou and
Huanjiang.
C. 高中及職中學生的資助額由每人每年人民幣
￥2,000 增加到每人每年人民幣￥2,500.
High School/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
Sponsorship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RMB
￥2,000 to RMB ￥2,500 per student p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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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學年計劃 Plans for 2020-2021
A. 繼續現有的學生資助承諾。
【文更】同工和義工們通過微信、
    QQ 等社交媒體持續關懷和支持受助學生。
For the 2020-21 school year, CRRS will carry on current student sponsorship commitments. CRRS staff and
volunteers will continue to connect with the students through various social media such as WeChat and QQ
to provide them with encouragement, caring and support.
B. 因 疫 情 關 係，2020 年 將 無 法 安 排「 中 國 助 學 扶 貧 探 訪 團 」 到 廣 西 探 訪 學 生；【 文 更 】 將 透
過 有 關 單 位 安 排 與 受 助 學 生 進 行 網 絡 會 面， 或 邀 請 受 助 學 生 / 資 助 者 拍 攝 短 片 互 相 交 流。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RRS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rrange any Vision Trips for donors to visit the
sponsored students in Guangxi during 2020. CRRS will attempt to organize virtual meetings between the
donors and the the students, or arrange both parties to take and exchange video clips showing their love
and care. These videos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pertinent authority in Guangxi.

受助學生來信摘錄 Letters from Sponsored Students
在 2020 年的疫情當中，文更同工及義工們持續通過社交媒體關愛受助學生。從學生來信各式各樣
的筆跡中，聽他們述說自己的理想、心事、成長、考試、家中近況、開心與不開心；憶起探訪時見到的
那一張張青澀而陽光、羞澀而懂事、帶著笑容或眼淚的面孔，在我們心中對他們的愛和牽掛更加一天天
增長……
環江高中‧覃淼

許久不見，非常想念你們和藹的笑容，想念你們親
切體貼的眼神。猶記得與你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個晚上，
也記得再次與你們相見的那個傍晚，與你們的相處交談
很是開心。 …… 我知道，我只是你們幫助的眾多的學
生中的一個，你們可能覺得沒甚麼，但我相信，每一個
受到你們幫助的學生都會因為這美妙的相遇，在心裡放
一場盛大的煙花，煙花易冷，繁花易逝，心卻永遠會記
得那時的溫暖的感覺，並在關鍵時候撫慰我略顯疲倦的
心。希望你們會欣慰於看到我的不同，我一直相信我的
改變中也有你們的一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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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東高中‧何麗琴

在得到您的資助之前，我的父親和母親關係非常不
好，經常因為錢的事情而吵架，甚至離婚，父母之間的
裂痕，受傷的往往是孩子，他們幾乎是每天都在吵架，
在一旁的我，也只能聽著，心裡十分難受。每週我好不
容易回一次家，卻要看到這樣的場面，有時候我都不想
回家，對這個家已經沒有甚麼期待了，我漸漸變得內
向、叛逆，和父母頂嘴，不和別人交流，只喜歡一個人
待著，因為父母之間的矛盾，朋友的疏遠，我的生活過
得很不順心，讓我達到了人生低谷。我曾經想過自殺，
我很抑鬱，認為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但是，得到了
您的資助後，父母不再為我上學的事擔憂了，他們的關
係也緩和了一些，我也打消了輕生的念頭，樂觀面對生
活，笑對人生。

龍州高中‧李雨浩

感謝您對我的資助。沒有您的幫助，我的生活將承
受莫大的經濟壓力。我以前的生活條件非常差，我生活
在廣西的深山中，每到飯點就去山上獵食，過著原始人
般的生活。自從有了您的幫助，我吃上了壓縮乾糧，不
用去山林打獵了，我能把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還因有
豐富的打獵經驗，我成為了龍州縣高級中學第一打野，
沒有您的幫助，我不可能在龍州縣高級中學學習，我希
望越來越多的學生能進入理想的學校。希望您身體健
康，生活幸福。
我再次真誠地感謝您的幫助！

捐款資助廣西貧困學生
416-786-9255

Tel ：

Email：info@crrstoronto.org
Website：www.crrstoron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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