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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鋪村＂�因�⼀戶⼈家在村�河�附��了⼀個

⼩�鋪��字由�⽽來�⼩⼩的�鋪�被群⼭原林圍

繞�住�純���的村⺠�哄�天真��的⼩����

��可�的雞鴨���便覺得��的�切溫暖�

 

2018年�����京三⼩�⾞�的寧�鄉村�卻�來了

⼀撥⼜⼀撥活潑�動的年輕⼈�翻開了�鬧的�章��

年間��⽌橋的學⽣義⼯捲�了⾐袖�揮�了���⽤

�們的智�改��廢�的⼩學�東⽔泉⼦的盥洗台�⽤

���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家在汗⽔中學��

在��中成⻑�在村⺠的讚賞中�受�動�

 

⼩⼩的�鋪��們�受��春�的明���冬的寒涼；

⾒證�����改變��漸�完��

⼀趟⼜⼀趟的旅��⼀�⼜⼀�的�喜�

 

��你�⼀⿑來趟�⼩�鋪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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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窩鋪的
春夏

- - - - - - S P R I N G  &  S U M M E R - - - - - -

"夏天，是屬於鄉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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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的春�是��⾊的�⼭下��的⽟�

⽥�鮮�鮮�的�是村⺠主�的經濟作物�
 

�成熟��便是阿�煮給學⽣當�點的�

��軟綿的��⼝��⼀根可頂半����

⽟�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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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源�
⼩�鋪村位��京密�⽔庫的上

游�是�京重�的⽔源��河�的

⽔⼗�明淨���⾒��是村⾥�

動的命���是孩⼦和鴨⼦��活

動的場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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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是寧�舒閑的���城市喧囂�只

�雞鳴狗叫�⼤鵝珍珠雞��亂跑�各種

各樣的⼩蟲⼦到�亂⾶���蛇不�出現

（可惜被�悍的�叔活剝了...)"

                        —�敏�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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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研
⾛在⽥野間�真做垃����
植物�識�⺠⽣活動�被⼤�
�意包圍之下�卻��⼀種郊
�的錯覺�讓⼈⼼�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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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從⼩在城市中⻑⼤的孩⼦來説��村就是個神秘的�⽅�

＂��������＂估計⼤部�城市孩⼦和我⼀樣對�村抱���看法�但參加��⼩�舖活動卻��

改變了我⼼中對�村的�知�幻想和�⾒�

 

參加��活動��識了許�志同�合的朋友�⼤家來⾃五�四海���普�話�粵語��⾄是�語�但即

便���我們�是��和�相��克服語⾔和⽣活上的障��⼀⿑為⼩�舖的村⺠構建更加��的未來�

 

王�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19年的�⼯不是我�⼀�⼩�鋪之⾏�在那裡�是��⾒熟�的⼩�鋪村⺠的�容和���更�喜的是路

��了很�村⺠們⾃發建�的�壇�和那�在�中�曳的���天�幹什�����⼤家的�⼒�我們�

期完成了三個�⼯點的⽬��⼀天�開⼼的事��就是看�我的鏡頭裡的⼤家��呵呵�做�各種��的

事���⽌橋是⼀個很�意思的團隊�

 

來⾃不同��⽂��景下的⼈相�在⼀��雖�累但是⼜很開⼼�做�同⼀件事���就

是它的�⼒吧�希��年的�天����⾒那樣⼀群可�的⼈�

 

 易�� �京交�⼤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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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家�奇����⻑那���是⽤            

 來吃的嗎�村⺠��＂��是留種

⼦的�＂⼤�⼀��怪不得沒⼈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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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村�的⼩孩喜�到河�⾥捉⿂�

翻開⼀��⽯頭找�喜〜

 
�記得⼩�⼦不停推����家的⿂

��拉�⼤�浩浩��釣⿂去�但��

沒釣�什��哈哈〜

捉魚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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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活動

河�旁�⽥野間

學⽣義⼯和村�孩⼦⼀�來⼭下採�⾁�做���沒想到���⾁�兩下⼦便

採完�⼤�便在��闊的⼭野間�圍坐⽯頭上�玩���來〜

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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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作�����⽇�的�

暉�坐下來���天�是�⼤的�

⾜
 

"下�"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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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活動���阿�和⼩朋友們都

很��參����⼤家來做植物拓�的

環�袋和⾃製⽔����看到成品��

���⼤家都���意�⽴⾺�回家!

環保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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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量⼤"。

在參�義⼯服�中�我���會到�句話的�義�

雖�每⼈做的都不是很��可�只是��螺絲�抹抹⽔��但經�⼤家⼀眾的�⼒結合�就成為了現在�

�⽽整�的⼩�鋪��記得當做活動的��看到⼀�⼩孩和村⺠眉開眼���⼼�會�絲絲的�⽽且和⼀

���團隊⼀�合作�我亦�⼀��的�會��們⼯作⼗��幹勁和融洽�給我們�來更�學�和⼯作的

動⼒�希�⽇�都可�再�回到�個��⼈�味的�⽅�繼續學�和作出貢��

 

                                                                                             鍾佩儀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我已經去�很��⼩�鋪了�對我來�它就是�⼆個故鄉�

當�的⽣活環境和我所��的�常不⼀樣�但是當�的⼈和我所��的⼈�都是⼀樣的�就是很�良�很

���在那裡���受到很�不⼀樣的⽂��......

 

去�那���⼩�鋪村�我和孩⼦的��越來越���們會�我們去⼭裡⾯��識⼀�植物���會和我

們⼀�去採摘�⾁��個是�常值得紀�的�......那叔叔阿�年紀�都不⼩了�把我們當孩⼦⼀樣對��

我們在�⼀��中��受不⼀樣的關懷�希�在��的⽣活中���越來越�!

 

                                                                                                                楊� 中�⺠�⼤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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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天⽩�之下�⽟��中�

不知所措

"���拍照啊�準��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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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
"在端午���⼦的���我們給村

裡⼀個���的家庭��⼦�當�

�⼈正跪坐在�上���看到我們

來��⼦顯得⼗�⾼興��屋把珍

貴的拍��拿出來讓我們吃"

 

—�碧珅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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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百⽇���壽��們都會

�上艷�的�⾐�來場�場�〜學⽣

們都會個個拿�相�打卡�做忠實的

�絲�

環�中⼼�壇⾥的�都是村⾥阿�們惜⼼裁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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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鋪

的

少

�

�

代
"���敲定�⽬的���我作為活動組成員�����了�位“⼩�鋪少��代”主�成員�我⼀

�看��們噴�⽽出的才��⼀�不停�被投喂�們��出來的包⼦��們�挺�演的�我覺得�

⼿很�合�們��闊天��⼤�作為�"                                                                            

  —�碧珅 中�⺠�⼤學—

�

場

�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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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的���
 

���⽉初���了��就是年�在⼩

�鋪當��村⺠稱其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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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兒�⼩孩兒你別���了��就是年�

作為⼀個南⽅���終於在⼩�鋪�個溫暖的⼩村�裡�上了��的����在⼩�鋪�鄉�們�稱��

�為年���五穀���煮⽽成�為了讓鄉�們�我們⼀同�年���我們只�了少部�的五穀�更�的

是到�們家裡�兒去���我們�乎�到了每家每戶��⾒的每⼀個⼈都�常的�����我們�嗑兒.....

 

⼤家�在村裡的活動中⼼�⼀�看表演�⼀�煮��吃����的�圍讓⼈���⼀顆顆⼩⼩的⾖⼦��

⼤家��在⼀��拉�彼�之間的����傳���關年�����的記憶�

 

郭� 中�⺠�⼤學�⽌橋團隊

�個村�不太��夜半�家�可溫��年為君⽴�昏� 

何當共煮��⾕��欣展顏話��� 

⽔是�的��是�的� ⼿是涼的�⼼是暖的� ⼩�鋪村�溫度��⼈�� 村⺠�實�勤��在困頓中�

�守�幸福����⼈⼯作的成效�  我們��志願活動開展得�常順利�  硬�上我們或許只�做到50

�� 但效果上依�可��100��

岳劉明 中國��⼤學義⼯

���出發�的⼀晚�我覺得�常興奮��種�覺�就�是出⾨串�戚�或者是去⾒很久不⾒的�朋友�

��和村⺠之間的��⼜�了⼀���困難可��阿�幫��去隔壁的��家裡借東西�����記得

我�問我什���到村裡的��是挺�動的�

⽅� 中�⺠�⼤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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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息��動不⽌〜

�幼同�
環�中⼼�不同的健�器材讓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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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
環�中⼼是由世界⾃����盟 (IUCN)發��在⼩

�鋪利⽤當�廢�⼩學改�的�共��中⼼�2018年

���⽌橋團隊參�了設計⼯��經��兩年學⽣團

隊的�⼒�中⼼的設�得到很⼤的完��成為了村�

�共��活動的基���是社�活動的重�場所�

 22



社�廚�
社�廚�從��的�師宿舍改����受喜� �已
成為學⽣和村⺠吃��天的��點了�每當�⽇�

期�學⽣團隊到來�⼤�在�⾯的棚⼦煮���

��阿�����做���⼀⿑享受���

 

記得冬天的�研�⼤家都�在廚�⾥開�了⾃助

��������的溫暖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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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的
⼼橋

"在⼩�鋪的�⽇�⾒到了銀河和彩虹�

�⾒了⼀群��的⼈�

⼀切的⼀切�都從�裡開��"

—易��  �京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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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
之�

S H U T T E R  C L U B  N Y

  �記得

  �我

  �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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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團隊的經�是⼀段很�別的⼤學⽣活

很幸�的�不同的⾓⾊參加了2個年度的�⽌橋活動�從開�的初�驗到���劃��刻的�會到了�⽌

橋活動��的每⼀個志願者的付出和�⼒�基⾦會的��和���各個團隊的�⼯協作����師的協

助�志願者的奉�和村⺠的⽀����都構成了⼀個完整項⽬成功��不可或�的�素��希�團隊⽇�

��越來越成熟�繼續�譜下去�作為設計團隊���做出更�兼�實⽤的富��意的項⽬；�希�我們

的⼩�鋪�越變越����會的話�想再去蹭⼀波志願�去⾒⾒王⼯汪�~

                                                                                                                          �順 �京交�⼤學�⽌橋團隊

 

  

   看到村�����設計�實�之間的拉扯��各�的志願者交��是��⼜�刻的�驗

 兩�主��⼯裡��宣組的記�⼯作是我經���考驗團隊合作的⼯作�⼀�村就詳細�⼯��⼯�拍

��收⼯�整理素材����發佈�⽂�.......記得19年�⼯��放�當天�續��了5⼩��隊友不斷拿�

裝�剛拍��展�視頻的儲存卡趕回中⼼�我們都在��經�中真實的成⻑�

�沁� �京交�⼤學�⽌橋團隊

 

看�⼤家⼀波波的�開���就不想做那個��⼀波⾛的⼈��⼈�������驗��

的痛�倒不�不參加…... 

許許��的�⼀�組成了讓⼈難��懷的經���⼀��隊吃��洗���⼤�鋪��⼀�和⼀群朋友去

⼭⾥踏���⼀�參�組織⼀場晚會�很開⼼很�實�臨⾛和村⼦⾥的叔叔阿�們都�發熟���⾃⼰的

�叔�⼀樣� 記憶��的是臨別的���隊⾥的朋友和那⾥的⼩孩⼦��的擁抱�

陳路陽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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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神廟
村⺠��由於⼩�鋪�附

��神�傳��被�為是

兇險之��所����

臺�鎮���在��⼀⼆

⼗年建�來�⽽九神廟是

�史久�的�曾��除�

�期村⺠��重建�

⼩�鋪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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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村在我眼中是⼀個⼆⼗⼀世紀的

桃源�����昔⽇的�⽇�社會���

⽂�完整��存下來�

．．．．．．

⽂�的傳�是�形且珍貴的�我�幸參�

�們共度端午��各家��兒童合⼒在村

⺠中⼼準��其�融融�＂

 
—余�⼼ �港⾼���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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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
���在�叫⼤�⼭懷的⼭上��⼀個天�⼭洞和天�⽯�

形成的⼭廟��來�關於�仙的傳���村中張⼤���在

�的⽗�的�⼈��⼈在夜晚�⾒⼭廟裡唱�的�⾳��為

是�仙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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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
村⺠喜�種各種各樣的���在春

�裝�庭院�在�冬��家居�每

�到叔叔阿�家��會被那�紅�

���引�去��問��

那是什��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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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我對��的志願服��到⼀點點�張� �來�在⼩�鋪的⽇⼦每⼀天都�實得讓我來不��張��

眼的陌⽣��眼的�奇� GET到的�技��
 

�⼀�看到預製�的�建���⼟攪拌� �⼀�⾃⼰�試砌磚壘�� 

�⼀�完完整整�看到⼀個構�物��⽽�...... 
 

�⾄�����學到了�句粵語（哈哈哈哈哈雖��許⼤�可�都是罵⼈的話） 

和⼀群陌⽣的�來⾃�京和�港的同學們⼀�⼯作��天�⽣活���原先在我看來可�會讓我⾃閉的事

�現在回憶�來卻�只是會想�（沒錯我現在就在�哈哈哈哈哈）��可�的⼀群⼈呐�

 

袁帥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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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天在朋友��的推介下�我到了河�省的⼩�鋪村參加了�⽌橋的義⼯活動�抱着�奇⼼去看

看同⼀天�下的那�事�

 

經�了⼀個星期的汗⽔和�語��村⺠⼀��動�橋友們�漸打破了陌⽣�學會��每天的挑戰��⼯的

��的確很⾟��但�作出貢��幫助到村⺠������享⾟勤的成果�那個�覺很爽��不少橋友都

來⾃不同�⽅�在�開了⼩�鋪村�我在不同⾓��包括��古��西�貴�和�東都受到了橋友們的�

�����⼀種相識�天下的�覺�

 

馮曉東 �港社會義⼯



小窩鋪的
秋冬

- - - - - - A U T U M N  &  W I N T E R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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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的⼩�鋪轉�成⼀�⼟�����赭⽯的�⾊��加上

⽩�的對��頗��涼〜不�對南⽅的孩⼦來��卻是難得

的�景啊�⼤家看到⽩��眼�都是⼀�閃�的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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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
秋風
秋葉
.

.

.

還少不了
秋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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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的⼩�鋪雖�寒涼�但正午

的陽光�是溫暖的���⽟��

�照���研中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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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夜
�約的設計��種＂宜家＂的�格��合中⼼不同的�

求�學⽣��設計和製�了�功�的傢俱�⽩天拼��

椅�⽤於活動鋪�；晚上拉下�疊床便可當宿舍了��少

個晚上⼤家在�⾥�夜⼯作�促�⻑����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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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鄉村�格��上現代��設

計�和�太陽的�光�咔�⼀下�

便是⼀張��廚�的宣傳照�

��都是學⽣的�⼿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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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

河���
 

S H U T T E R  C L U B  N Y

每��河都�⼩⼼千�不�踩到

⽔⾥�那冰�的河⽔滲���的

寒意�試⼀�便��刻了

 39



 

   參�⼩�鋪⼀��我是家訪組的�主�負責乾�溝的家訪�乾�溝的鄉�都很���阿�們會把我當

成朋友�碰上做����⾖腐的�都會留我們在家吃��

 

村⺠的關��都很��很��是�戚�富裕�的⼈家會��雞鴨⽜⾺�⼤鵝是�兇的�狗狗⾒了它們都�

�⾛�家家戶戶都會�只��留在�年做年����⼀�⾒證了���⼩�鋪⼀�讓我收�很��希��

�會再去�

�⽉�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我參加�三�⼩�鋪的活動�由於每⼀�的��都不⼀樣�每⼀�去⼩�鋪都發⽣了⼀�變��所�

都�常記憶�刻�三⽉��⼀�去�對⼩�鋪�了初步的���那個��環�中⼼已經�⼯�我作為測繪

組的⼀員輔助測量了河���⽔�點的⼀����由於⾃�暑期實�的原因�錯�了主��⼯��到�三

�來到�裡��我發現很�設�都已經改�了���⽔�點���和�間.......

 

  每�看到我們�⽌橋團隊給⼩�鋪�來的⼀�改���論是物質的�是⽂�的�哪怕

只�⼀點點�我覺得我們做的�是值得的�

 

洪�璇 中�⺠�⼤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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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的�天

S H U T T E R  C L U B  N Y

 

２０１９年的�天
S H U T T E R  C L U B  N Y

 

~時光匆匆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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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鋪��在⽣活中更�的更主動的去�

��⼈家���⾥�......跟�⼈家之間的溝��

仿佛給我發來了⼀個�世界�我很少會去⽤⼼

的跟�����天��是讓我�疚的�"

—劉�� �港珠海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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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

努力

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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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裡����去�⼩�鋪很��了�從18年的�⼀�⾒⾯�村⼦��發⽣了很�變�����刻的

是�開�的暑假�村裡⼈⾒到我們��點⽣��打��陽傘在�����⼤學⽣�主動去打招呼�只是拘

謹��⼀��現在⾒到我們問�就招呼屋裡坐了.......

六�⼗歲的�⼈�爭�幫我們幹活�村⺠們廚�都很棒�才��很��每��活動都�⼼

�來�合參��

每⼀�參加項⽬活動�受都很��兩三天的�間就��識到�是很熟�的朋友��⾛的��會�⼀點不

舍....期�下�再⾒�

王鵬⾶ �京交�⼤學�⽌橋團隊

 

暑期�⼯的��作為�動�⼯組參�其中�

���⼤的是實�的�⼯不�學校裡的設計�會�到很�意想不到的問題�會�到⼿⾜�

措�會覺得�法���但�來發現�只�����想辦法�⾃⼰動⼿去做�所�的問題都

����的辦法�

其實我們�做的事�實在不��但是�看到⼩�鋪每年都���的⼀點改變�就會覺得�挺��的�希�

⼩�鋪未來的發展�越來越�~

曲彥成 �京交�⼤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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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依相偎 

相知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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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的早��(⼩�鋪)�信群裡彈出⼀���息�“�

師�⼤學⽣同學們�朋友們���天你們太⾟�了�⾃從

你們來到我們村�環境乾淨���了�⼤⼈孩⼦���⽅

玩了�我們�別開⼼���你們�”當�的我百�交�不

知該�何表��我們�很�����每⼀位⽀�我們⼯作

的村⺠���每⼀個橋友����⽌橋的官員......"

 

—包亞� �京交�⼤學—

" 感謝相識，感謝2019
年鄉村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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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
�⽟�⽤��泛�作為⼈的吃��加⼯�成

⽟���製作���⽟����品；�可�

喂�牲畜；�冬�乾����當����記

得�天考��汪�便拿來⼀�框的⽟�梗�

在中⼼����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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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孩每�看到哥哥��來了�便都⼀個

個湊到中⼼��天�玩���參加⼯作坊�

�經常上演���碼������除了銀�

�的���便是哥哥��累到的喘��了�

 50



WORK  HARD .

PLAY  HARDER .

＂記得“�⽣”那天晚上�平�那�嘻嘻哈哈跟我們

打成⼀�的宏哥�變得“���⽔”�不停���⾃

⼰很�動之�的話���被每個⼈抹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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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鄉村是乾�的��⾼�的⼭���⼭是村⺠的�稼；�正午的驕陽��午�的陣

���停�的�層�出彩虹；�絢�的星�和星�下暢�的我們�

 

       我們�����不完的話題�每個⼈雖���不⼀樣的⼝⾳�就讀於不同的院校�不同的專�� ......

�許�⽌橋團隊就是��樣神奇的�⼒�和�的�師��重可�的隊友們�我們就�⼀個⼤家庭⼀樣�在

�⼯現場�我們�⼒合作；在���間�我們袒�⼼��我們⼀����⽇�暴��我們⼀�揮�汗⽔�

激��

包亞� �京交�⼤學�⽌橋團隊

⼩�鋪的每天都是�單純�的��村⺠和⼩孩⼦相�中�覺到�們�都市⼈不⼀樣的單純

和���

 

      我在先�的��先是汪阿��叔叔��關懷�平常不��⼒�照�我們的���⽣怕都市來的我們不

�慣鄉村中⽣活；回憶中��朋友們��三輪⾞�⾒�盡的⽟�⽥中�⾛在⽥野⼩�中捕⿂���磚�和

���奔⾛⼈群中拍�······

       儘�活動的眾⼈素未�⾯�匆匆�⽇已打成⼀��⼤家都為村�的項⽬不��⼒���的學⽣讓我�

受到�們的���學�到�們�真做事的�度�希�未來的⽇⼦不同的⼈��⼩�鋪會建⽴�純�的友

誼�互相交�學��

 

                                                                                             陳志�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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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村的村⺠是團結的� ⼈⼼⿑�泰⼭�� 

我相信村⺠合⼒會讓村⼦越來越��"

⼀事⼀議�發展  眾⼿共建��村

—岳刘明 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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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奮
的
⼈

⾟
�
的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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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冬天�研���村�

⼩孩���常�師往

⼭上⾛⾛���猛抬

頭⼀看�枯枝上掛�

點點�紅�⼀�是野

棗��⽣良品�⼤家

都�不���摘��

初�為是��爽��

結果⼀⼝���因為

原來它叫�棗啊 !不

�興�不減�繼續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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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棗���村⺠��的�⼦��

���的��是可����⾺和騾�騾⼦是

⺟�和�⾺的�代�不具���⼒�⼤家都

在研��竟怎���它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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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傢俱�打釘��噴��漆⽊

����Lorraine耐⼼�真��我
刷牆壁��天下來�我常常開玩�

��我��天的�⼿�就是各種漆

啦��常開⼼�那��的⼤家�識

和共度了⼀段開⼼⼜�實的�光

 
—�軼丹 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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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我和�⽌橋之間羈絆越來越��到現在它已�成為我⽣活的⼀部�了�

 

從普�設計組⼩成員到挑⼤�的���我�到了太�太�幫助我成⻑的⼈�亦師亦友的���師��師�

經驗豐富的基⾦會成員��⼼的海��志願者��切的⽀援我們的村⺠�

 

�裡�不僅�我⼀�並�作戰的�交⼤�⽌橋團隊���許許��因為同樣⽬�⽽��的�⽌橋團隊�希

�團隊可�可�續發展��思�益�給村⺠們�來更�便利實⽤且�可度⾼的項⽬⽅�.....�希�其�團

隊可���來⼩�鋪�我們交�~

                                                                         

                                �超 �京交�⼤學�⽌橋團隊

��和參�⼩�舖的主��是�中��的�

 

雖�每天都埋頭�幹�汗�浹�的�但是��看到⾃⼰設計的設��現在⾯���讓我�得了�⼤的�⾜

�和成功��......⼩�舖是純�的�村⺠的⽣活��常�單�不同於城市的�囂�在那裡的每⼀天都是輕

���的�每回想�⼩�舖�就會響�村⺠的��招呼�⼩孩⼦的打鬧��義⼯們的�鬧�和師�的��

��是���刻的����個項⽬�我了�了�個�⽅的�史⽂���識了很�來⾃五�四海的朋友�更

學到了很�課本�的知識��看⾒了�村不⼀樣的��  

                                

                                                                                            �泳琪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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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白雪皚皚 ，蓋著河流、也蓋著田地



＂冬��裡溫度�下��塘��⽔表⾯

都結了⼀層較厚的冰��重略輕的⼩孩

和成⼈都可在冰⼭玩�；晚上�各村戶

都供應暖�����上��間裡�屋�

便是兩個世界＂

 —江思   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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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我�受到村⺠的��� ⼩孩⼦和村⺠的�
�為我們的�⼯添加了不少動⼒�我學�不

少�⼯的技巧���砌磚�更��我對⼯�

�度的了��＂師��⼯⽅法的經驗和�度

�常讓⼈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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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撿了⽀冰��開�了

對戰�式�玩得不亦�乎

冰上之戰



團�合作

"⼤家互相幫��完

成⼯作�不僅是⾃

⼰⼩組的�當別的

組���幫�的�

很�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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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鋪的���覺得⼀天很短⼜很⻑ 

短到⽇出⽽作�⽇�⽽息�⼀天在打���屋頂或者和⽔�中就���去了�⻑到天�變了顏⾊�⽉�卻

�終不��開�把��⼀個夜晚�限拉⻑�我來的��沒想到��會��懷�⼩�鋪�我沒�準��但�

��不⽤準�什��⼀切開�的��其來⼜理所當�� �來的每⼀天都會��我“�喜”的東西�
 

��組⻑的�才設計���朋克敏� 

��冠求哥的�������竟是�團隊�⼩的 
 

��⼩�鋪的星�那������坐在⼭�看到的��的橋�����改�完成�常�的��......

 

劉怡嘉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開�根本沒�想到���亂的�⽅竟�是我們�改�的項⽬�

屋�昏暗�屋�堆�廢��從⼀開�的幫�吊頂�到�⽔��磚砌牆�到組裝吊�櫃⼦�再到��的�理

上漆再�理���的����⼀場⼤�洗去了���出現了彩虹�陽光�

 

到現在�看⾒街�的⽔��仍�想�當初賣⼒�⽔�和把��的⽔�拿去�路的場景�我們組可�是��

�重但�圍�為輕�的⼀個組�我們放歌�⼀�到�臺上尬歌�⼀��半⼭�⼀���吐槽�才設計師�

⼀��駁�是提供錯�意⾒的宏哥�

 

�敏� 中�⺠�⼤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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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往乾�溝的路段�村⺠

���⾥因為盛產��⽽命

����⼤家都來��拉⽊

��現在不��意砍���做

�林⽊防�啦�������

⼤家都住⼭溝⾥�每座⼭�都

�⾃⼰的�字��村�的⽣活

�不開⼤⾃��⼤家都�⾃�

和�共�中�

�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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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回憶
村⺠回憶⼩��會去河⾥捉⿂�玩冰⾞⼦�現在的孩⼦都不玩

冰⾞�改玩⾃⾏⾞了�看�晶�剔�的冰⾯�我倒很想來場

冰⾞��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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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志願者不是陌⽣⼈闖�陌

⽣村��⽽是�回到家裡⼀樣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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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天�去⼩�舖�
⼤家都互相關照�

�享暖包"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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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鋪�雖�天�寒��但是已經在活動中�受到了溫暖並且�所收��在⼩�鋪三天的⽣活中�是

��的�三天的�間太短�所��爭�奪秒�每天都是�實的�研活動�每天⾛⼆⼗�鐘的⼭路去�⾏家

訪�⽇頭�下和組員�伴相伴⽽��每天都會收���容���⼩�鋪之⾏讓我��了⼩�鋪的⼈和景�

���客的⼈們讓寒�都��了不少�參�到傳��鬧的�俗活動中��受到⼈們質�的���

 

�琳惠 中�⺠�⼤學�⽌橋團隊

    緣�就是��的奇��原本⼤家天各⼀⽅�並不知��對⽅的存在�但因為�⽌橋�因為��

的�研�⼤家從不�話���開�知�對⽅���熟�對⽅�並且����⼀�完成�研�⼤家在每⼀天

的�研��⾏動中�都會找到⾃⼰原本計劃的不⾜�並且在實踐中不斷的改����每天晚上的開會�

結�讓我們不會在�研的整個����變得���

 

劉⽂�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是我�⼀�參��⽌橋的項⽬活動��是我�⼀�到訪�京的村��⼩�鋪村環境⼗����村⺠

�⼗�����是⼀�開⼼���益良�的�驗�作為團裡���淺得⼀位�我從各位團員和�師�上�

學到很�技�和應⽤層⾯上的知識�讓我受益�淺�讓我�受��的就是���的活動�可��和村⺠交

��受�⽇��的�會�

 

冼朗喬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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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
Nice Journey



＂Nice journey for HK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the rural locals and

students in China. The villagers

and Chinese students were

friendly to us. 

We all had a good time！＂

 

—David  Subak-Sharpe— 

—HK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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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 2 0 1 8改�⼯�

��環境��中⼼
IUCN & WZQ

2017

2018



�⽔�點
2018年改�⼯�

雙⼈間
 

前  74

後



社�廚�改�
2018年改�⼯�

前

後



—劉�� �港珠海學院—

"在⼩�鋪��天�吃�吃得�別��除了�

��吃�我想更�的是完成��的�⾜�＂

〜來�⼀�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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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對項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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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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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鋪的⽇⼦

每天�����緲�在�曦之下�洗；

�便早����組⼯作��活於學�之中；

中午��吃�的催促��晃��回阿�家去；

午休�刻�往�店買�冰���⽔�便重投⼯�；

⼯作����在⼀�休息�玩��嗑家常；

晚上�在暖暖的�床上�回想�⽩天的�奇���

 

�⾥��覺⼀切都很純��

⼤家純��為�同⼀個⽬��做�同⼀件事�

⽇⼦�乎�得很��卻⼜忽�����⾛�

來��不知�在�⾥的⽇⼦會��難�；

⾛��到現在仍記憶���每每懷��

 

旅�尚未結束�

我們會回到�⾥�

�許在下⼀個春��

�許在下⼀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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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提供��京交�⼤學�⽌橋團隊��港⾼���科技學院

     �⽌橋團隊�中�⺠�⼤學�⽌橋團隊��港珠海

     學院�⽌橋團隊�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中國��⼤學義⼯��港社會義⼯��⽌橋慈�基⾦

設計����⽂�

校對�核��林林

 

出�⽇期�202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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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參�項⽬的所�⼈

無止橋 Wu Zhi Qiao

Wuzhiqiao_foundation

https://www.bridgetochina.org.hk/tc/

Wuzhiqiao_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