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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西 助 學 計 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s in Guangxi
A. 2021-2022學年，【文更】共資助學生 180人次。從 2003年起累計資助 15,090人次。詳情如下： 

During the 2021-2022 school year, CRRS awarded 180 sponsorships to students. It brings a total  
of 15,090 sponsorships since 2003.  Detailed information is shown as follows: 

B. 【文更】繼續集中資助都安縣、田東縣、環江縣的三所學校。 
CRRS continued to focus our support on 3 schools in three counties: Du’an, Tiandong and Huanjiang. 

C. 因疫情關係，在 2021年無法安排「中國助學探訪團」到廣西探訪學生；【文更】為此邀請受助
學生 / 資助者拍攝短片互相交流。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CRRS could not arrange Vision Trips for donors to visit the 
sponsored students in Guangxi during 2021.  Instead, CRRS invited both donors and students to take 
and exchange video clips showing their love and care.

探訪【文更】資助的大學生
Visi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學年教育工程報告
Education Projects Report2021-2022

助學計劃 Student Sponsorship Project   2003-2021 2021-2022 2003-2022

小學生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1,196  -  1,196
初中生 Ju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646  -  646
高中生 Se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9,443  150  9,593
職中生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1,350  -  1,350
大學生 University Students   720  29  749
教師專科 / 本科 Teacher (Certification program)   1,110  1  1,111
教師研究生 Teacher (Master degree program)  445  -  445

總數 Total     14,910  180  15,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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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學年計劃 Plans for 2022 - 2023
A.	【文更】集中資源去幫助和輔導那些就讀職業中學和大學的青少年。 

For the 2022-2023 school year, CRRS will focus on expanding our support for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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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繼續邀請受助學生 / 資助
者拍攝短片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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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RS will continue to invite both 
donors and students to take video clips to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C. 如果情況許可，安排「中國助學探訪團」到廣西探訪學生。 
If it’s possible, CRRS will arrange Vision Trips for donors to visit the sponsored students in Guangxi.

文更受助學生分享生活点滴 ( 影片 )：

https://crrs.org/category/china-students-life/
歡迎到文更网站及 Instagram (@crrscanada)
關注更新。

探訪【文更】資助的大學生
Visi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探訪【文更】資助的大學生
Visi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捐款資助廣西困境學生

Tel：416-786-9255
Email：info@crrstoronto.org  

Website：www.crrstoron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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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同學
 

 田東中學

收到你們的來信的時候，我既開心又感動。我知道，

我的小小的、無知的問題在你們那得到重視。相互往

來信件就好像我們是朋友，是散落在各地的親人。在

來信中，你們孜孜教導對我們付以厚望。我想，在現

實生活中，你們也一定是很溫柔的人。

在疫情的衝擊下，經濟凋敝，一些城市甚至商店也

無法營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依然收到了你們的捐

助，在銀行裏查詢餘額的那一刻，我放任自己溢得滿

眼的熱淚。情感伴著熱血湧上心頭，感動之餘更多的

是心疼。心疼你們哪怕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在勞累

之途還不忘遙遠的我們；心疼你們哪怕經濟受衝擊也

要給我們捐助，心疼你們哪怕承受苦與累，也托予我

們一片歲月靜好…… 

受助學生來信摘錄

每年收閱在校受助學生來信的時候都會思緒萬千。

同學們在信中告訴文更的叔叔阿姨：他們怎樣去安排

自己的學習計劃 ; 怎樣處理人際關係控制自己的情緒 ;

準備高考的艱辛和對大學生活的期望，就像對自己的

家人一樣輕輕訴說。還有文采斐然的同學把給叔叔阿

姨的信寫成抒情散文，很有成為作家的潛力。文更的

助學款，孩子們多數用來補貼伙食費 / 資料費 / 補課

費 / 學習用品，也有孩子買一些課外書籍增廣視野。

難以想像，有一位孩子因用助學款買了一雙運動鞋而

不好意思，他只不過想鍛煉出更健康的身體更好地學

習。還有懂事的孩子省下一部分助學款幫補家用，為

父母買一件他們自己捨不得買的衣服……多想見一見

這些孩子，拍拍肩膀鼓勵他們努力前行。

可惜因為疫情關係，近兩年文更都無法安排「中國

助學探訪團」到廣西探訪學生。除了與在校的中學生

書信交流，文更的同工和義工更多地通過社交媒體與

已畢業的或在校的大學生溝通，建立起亦師亦友的關

係。同學們通過媒體分享他們在家中的日常，在校園

裡的生活，還有在疫情中的意外，開心的大學畢業季，

喜慶的結婚生子。最感動的是：不少同學在疫情中都

積極到社區做義工 ; 早年文更資助的學生，在工作後

再捐助後面有需要的文更孩子 ; 更有同學承擔起資助

照顧被父母拋棄兒童的責任。愛的傳承，也許這就是

文更教育工程的意義。而文更的每一位義工，在這個

過程中都無私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感謝你們，為文更

孩子付出的每一位叔叔阿姨！

李同學 田東職中

非常感謝您們對我們貧困在校職中生的關心和愛

護，對我們學習的支持和鼓勵，讓我們有和其他同學

一樣的機會在教室裏學習，有同樣的機會聽老師們傳

授知識和教育，在學校裏安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

標，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定航。

探訪【文更】資助的大學生
Visi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探訪【文更】資助的職中學生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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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同學
 

 龍勝中學畢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畢業
 公共事業管理專業

謝謝文更叔叔阿姨的關心，我一切都好。目前是一

名西部計劃志願者，服務地在四川廣安市岳池。大學

生志願服務西部計劃，每年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等

學校應屆畢業生或在讀研究生，到西部基層開展為期

1-3 年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等志願服務。在服務

期間我不會換地方，期滿結束後打算回家鄉廣西。多

謝叔叔阿姨們的掛念。叔叔阿姨也一直像親人家人一

樣存在我們心中，期待有機會再見到叔叔阿姨們！

閉同學 龍州高州
 現就讀於東北師範大學
 經濟學專業

在叔叔阿姨們這幾年的幫助下，我在去年的 9 月份

成為了一名大學生，考入了東北師範大學。在大學裏

我一直有認真地學習專業知識，加入了社團活動，不

斷地充實自己，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在這個寒假期

間，我也成為一名光榮的志願者，目前為家鄉的抗疫

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幫助防疫工作人員處理事務、

維持秩序等。同時我也加入了學校的志願者活動，成

為了一名線上志願者，利用我的假期時間來幫助其他

的朋友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也有學習和叔叔阿姨們一

樣去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叔叔阿姨們在新的一年裏

也要注意安全，疫情當下，我們都不能大意。最後祝

叔叔阿姨們在新的一年裏，活力全開，虎虎生威。

農同學 龍州高中
 現就讀於內蒙古民族大學
 醫學專業

文更班的叔叔阿姨你們好，我現在已經是一名大一

的學生，很感謝叔叔阿姨們在高中時期的幫助。我現

在在家裏過春節，我們家鄉的春節，一般是會提前做

粽子、沙糕、還有爆米花。因為是在假期，所以還去

幫忙砍甘蔗，爸爸再把處理好的甘蔗扛上車；還去當

了志願者，協助龍州的核酸檢查工作，感謝叔叔阿姨

們的關心，我們現在一切安好，也祝叔叔阿姨們身體

健康，工作順利！

建彤，今年從貴州民族大學傳媒系畢業
Jiantong, graduated from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this year. 

Her major wa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佳茵，大學畢業後成為了護士
Jiayin, became a nurse after university graduation.

探訪【文更】資助的職中學生家庭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sponsored by CR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