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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肅省會寧�⾺�村村⺠活動中⼼

�構��⽌橋慈�基⾦

"⾺�村�在夜��天星星的陪伴照�下� 志願者和村⺠互相學��⽌交      

 ⼼�是⼀�培��屆�年⼈的�⼟�� �更�⽣命�⽌�發光發��"

沈祖堯�授

�⽌橋慈�基⾦主席



序⾔

  1

�沙吹�了百�年�堆積成�⼟⾼原；

厚積的⼟�上��伏的⼭⾕中�孕���物����村�；

⼀代代勤�的�⺠扎根在��開墾�梯⽥�放��⽜⽺；

��傳唱�動⼈的�村故事�⽪影��繪��實的鄉村⽣活；

��熟�的⼟��⼀個��平凡的⼩⼭村——⾺��

�來了�⽅的客⼈�漸漸�改變了�樣����轉�了�章；

��它正���⼀個�的故事......



馬

岔
⾺�是⼀個來了就不想⾛的�⽅�因為�

⾥�太�的故事�太�的�誼......

⾺�是⼀個⾛了�想再來的�⽅�因為�

⾥�⾼�明淨的�天�層層堆疊的梯⽥�

���伏的群⼭......



⾺�村是⼀個典型的�

⼟⾼原溝壑�村��

�裏的�貌基本�為⼭

��⼭坡�⾕�三部

��

村�⼤部�⼭坡已被改

�成梯⽥��屋和院�

基本都建在��梯⽥間

的台�或溝壑間的⾕

��⺠居��傳�的合

院⽅式組織�

  3



馬
岔
村
在
哪
? ⾺�村�屬⽢肅省⽩銀市會寧�丁家溝鎮��

�會寧�西南�緣����市�東南150�⾥�

�西�市�超�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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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800-2000�⾼

⼈⼝
10個社�400�戶⼈家�2000�⼈⼝�

主��留守�⼈和��為主

經濟收�

主�經濟收�為������

2011年�⺠⼈�純收�為2630元�在丁家

溝鎮屬於中�⽔平�村�於2018年���

⾺�村基本��

年��量

180-450mm，7-8⽉為��

�溫
�年平��溫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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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止橋馬岔村民活動中心
�⽌橋慈�基⾦（下稱「�⽌橋」）在⾺�村的發展�源於2011年的「現代夯⼟�

⾊⺠居��項⽬」�在國家住�和城鄉建設部的⽀����西�建�科技⼤學研�

團隊的��下�引�現代夯⼟技�為⾺�村⺠建�夯⼟�屋�成效顯��

⽽��2016年更�現代夯⼟技�建成了⾺�村⺠活動中⼼�其意義不僅在於開展

了�式的夯⼟建�試驗�更重�的是�裏成為了往��⽌橋團隊�����港�海

�⼤學開展夯⼟建�技�推��⺠⽣改�項⽬�學⽣服�學�活動的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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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到有的過程......

2013年�在�⽌橋�助下�當�西�建�科技⼤學的穆��授組織團

隊�開���的夯⼟技�設計了⼀座村⺠活動中⼼�

2014年8⽉�設計⽅�確定並開�動⼯建���⽌橋先�組織了��

�港���和海�義⼯�當�村⺠⼀��⼯�並於2016年7⽉完成且投

�使⽤�成為⾺���項⽬的�誌性�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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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建設項⽬發動了���

�港�海�超�110位學⽣義⼯��40

位本�村⺠參�其中�中⼼的建成摻合

�很�⼈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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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活動中⼼是⾺�村的驕

���⽌橋在⾺�建設村⺠中⼼�讓

村⺠們��開展⽂�活動的�⽅�每

年�⼤學⽣到村裡開展活動�讓我們

村得到很⼤的幫助�作為村⽀書�我

�別⾃豪�覺得⾺�村�別的�⾯

⼦�當村⽀書�很驕��＂

⾺�村⽀書

2016年7⽉30⽇�⾺�村⺠活動中⼼�⾏

了�⼯典禮���了國家住�和城鄉建設

部�暉�經濟師�⽢肅省�⽅政府各代

表��港太古�產�限�司代表��⽌橋

發�⼈���會⻑紀⽂鳳�⼠����⽌

橋副主席許正宇先⽣�西�建�科技⼤學

穆��授����師���鋼�授�來到

⾺����典禮嘉賓���百位⾺�村⺠

和各�師⽣義⼯共同⾒證活動中⼼的成

⽴���掌�之中��了⼤家對中⼼投�

服�的欣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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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活動室和菜園

兒童活動室 長廊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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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淘寶店

多功能廳

圖書室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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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中⼼不僅是⼀座現代的�共建��並且每

�都��共活動�⽪影���場��淘寶�貿

�活動在�裏�⾏�村��步��活⼒�
凝聚社區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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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活動中⼼�成���建�⾯積為648平⽅

����功�����室�廁所�⽔����室�

�共活動和培訓場��設��

繼⽽�2019年10⽉�⼜完成了宿舍�建�⽇��

會�其��建⼯��期�往�越來越�專�⼈員�

學⽣團隊�社會⼈⼠來到⾺�開展活動��動中⼼

�⽅⾯的發展��促�村⺠的社�⽣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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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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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70�歲了�是村裡唯⼀會��⽪影

�的��⼈�⾄�已經唱了五⼗�年的�

了�

����⽪影�在我們西��2000�年的

�史�我從⼗�歲開�就��⽪影���別

喜��⾨傳����每�唱�都�別⾼興�

什��惱都�暫��掉�＂

＂1970年代�我組建了⼀個⽪影���共�六�成員�那��我

們常常去趕廟會�為神仙唱��每晚收��就�⼗元�雖�收�不

⾼�但是為的就是��把�⾨��傳�下去�

但是⼗�年�卻�到了危��村裡很�⼈�出打⼯�⼈越來越少�

加上越來越�的年輕⼈不喜�看⽪影�了�加上收不到徒弟�我的

���就��了�＂

��⽪影�

的傳�
��⽪影�

的傳�

王維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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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橋慈�基⾦�助村裡的村⺠活動中⼼建成了�中⼼

開�典禮��中⼼⼈員��我在開�典禮上��⼤家唱⼀台⽪影

��我激動翻出封存⼗�年�師�傳給我的那只⽪影����繫到

�開�年的那�位��的�朋友們�在⼀��沒想到����⼗�

年������會�在⼀�為村⺠唱��⼼�都�常激動�＂

＂由於村⺠活動中⼼給我們提供了專⾨的活動�間�隔三�五�我

們�位�⼈家都會相約來到活動中⼼�棟看�很現代的⼟�⼦裡�

�在⼀�唱唱��村⺠們�到久�的⽪影�和���都倍��切�

在我的��下�2年�我們⾯向所�村⺠�成⽴了��⾃���現

在已經超�了五⼗⼈�＂

＂在我看來�村⺠活動中⼼為�⼈

們提供了⼀個可��會��的�

⽅�讓村⼦�了活⼒�更是讓⽪影

�和����傳�的���了重�

發揚和傳�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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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繼軍�從⼩在⾺�村⻑

⼤�在�活動中⼼之��我的⼈

⽣軌跡和村裡其�年輕⼈⼀樣�

奮⼒⾛出�困的家鄉��⼒在城

市扎根�但並不是每個⼈都喜�

城市的⽣活......＂

�鄉�年
的��

�鄉�年
的��

＂三年����瞭�到�⽌橋在村裡�建⼀個村⺠活動中⼼�其中�⼀個功�計劃是�店�給年輕⼈提供��的平台�

我便和村�會�我的想法�想在中⼼辦�村淘寶�不僅⽅便村⺠�上購物���把村裡的�產品賣出去�增加收��沒

想到我的想法不僅�得了村�會⽀���得到了�⽌橋的⿎��中⼼的�店�間免費交給我使⽤�理�

�村淘寶辦�來��我��了村裡�⼀�互���物�

�直��到了村裡��了��便利�村⺠們很喜�來我

的�店������村裡經濟的改��村⺠們現在�開

�使⽤智�⼿�上�了�在我的幫助下�村⺠學會了�

何⽤⼿�上�買東西�看���打開了⽤⼿�看世界的

視��我不僅是收�和⽣活改��更找到了⾃⼰的⽣

活�為社�提供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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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村⾺河社的⼀�中年�村�

���其�留守��⼀樣��家的�

活�家�重�都�在我的��上�每天

做�活�做��挑⽔�照��⼈�⼀天

從頭�到晚�除了�爾串串⾨�看看�

視��乎沒��何��⽣活和���⾯

世界的�會�＂

�村��

的�變

�村��

的�變

���

＂�來�我和��們��閒就�在活動中⼼�常�師���師��學⽣志願者�我們跳�場��跳���記了家裡

的�惱�可�很開⼼的�和拉家常���的�累和疼痛��失了���們都��「�裡才是�們真正的家」�

為��我們專⾨成⽴了���蹈隊�現在已�四⼗��固定成員�⼗��核⼼�幹�⼤家��我當隊⻑�成為隊⻑

之��在�⽌橋的⽀�和幫助下�����們在中⼼學��

蹈����家庭�救知識��⾄⾛出村�到��村去參加�

蹈�賽���們由�看到了更��⾯的世界�

村�會�看到了��們的作⽤���我們��了村裡的⾃�

⼩組�負責村裡的�共事��重⼤�定會�求我們的意⾒�

�共活動中�都�了��們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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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生土

記憶

⺠�

�驗 展�



2011年��在國家住�和城鄉建設部的⽀����港太古�產�限�司的�助下��⽌橋�⾺�村為基��發動西�建

�科技⼤學師⽣團隊�針對傳�夯�技�的改良和現代�應⽤��動了「現代夯⼟�⾊⺠居��項⽬」�為���村⾸

�引�國�⽣⼟技��

經�之�兩年的實踐�村中建成�戶�式夯⼟⺠居�2016年更建⽴了現代夯⼟的⾺�村⺠活動中⼼�之��現代夯⼟技

�推�到�國其����2016年中��國已�超�400位村⺠和⼯匠熟練掌握�型夯⼟建�技��並在不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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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參�村⺠中⼼的興建
學�夯⼟的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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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匠邢�師�

＂�來�受�⽌橋的�託�我�⾄��村⺠們和來⾃�港���

的⼤學⽣⼀�⽤�的夯⼟技�給⾺�村建了⼀座村⺠活動中⼼�

看到中⼼建成�那�現代���我們��改變了�去對⼟�⼦的

�⾒�＂

＂我叫邢���年44歲�是⼀個普�的�村⼯匠�

2012年�⼀個���會參加了�⽌橋的⾺�村現代夯⼟��建設��項

⽬�跟��⽌橋的穆��師和學⽣們學��的夯⼟建�技��從那�開

��我便⽤學會的�技�為村⺠們��的⼟�⼦�⾄�已�7年了�＂

＂�開��包括我在�的絕⼤��村⺠不�可�種「⼟�⼦」�我家�

�⼦都住在⼟�⼦�「⼟�⼦」在家鄉就是����的代�詞�但是�

⼀棟夯⼟���的建設改變了我的想法��記得我和�位⼯匠把⼀�牆

做錯了�不得不��竟�了半天的�間才�掉�我們才意識到�種⽤�

的設�和⽅法夯的⼟牆竟���結實�尤其�的夯⼟�不僅�原來的⼟

�⼦那樣冬暖�涼��價�便宜����抗��＂

＂現在�我不僅�各�的⼯匠師��⽽且負責給從�港和��⼤

學來的學⽣志願者�夯⼟知識和技��⼤家稱我為「邢師�」�

沒想到我沒怎�讀�書的⼈��⼀天���給⼤家當�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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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明 - 西�交�⼤學
�⽌橋團隊

  ＂我�驗�所�的⼯種�不可否��槽鋼是���累的⼯種之

⼀����⼀天下來⼿上的汙漬都沒法洗乾淨�⽽⻑�間屈�和彎

�更是�痛難��可是⼤家⼀�兢兢���勤勤���在��⼀天

完�收官�

�享會上�我們⽤⼤⽩泡沫�⾃製的LED⼤屏� ⼆⼗�⼈�⼒合

作抬�來的⽟�棒堆���在我頭上留下�記的�框�組成了永�

難�的⼀個場景�寫�寄語的那件T-shirt��永�不會再洗�＂

何君 -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從2014年7⽉�⼀�踏�⾺��由衷⽽發對⾺��畫�光的�

歎之��到2016年7⽉30⽇三期志願活動結束�對⾺�村⺠中⼼

�成的欣喜之��我們���的⼈�很�很����三年來為⾺

�⾟�付出的三期志願者和⼯⼈師�們；��所�理�我們�幫

助�我們的你們……

未來的⽇⼦裡�我們�做的��很��我們�期���會⾒證⾺

�村⺠活動中⼼裡的�⼈�⼩孩���和匠⼈其�融融⽣活的和

�景���路���披����爾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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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夯⼟宿舍的�建

＂��和⼯⼈們⼀�「��⼦」��覺是

⼀件很COOL的事��結果�⼀天開⼯就

�了���單單的�⼟�我們做了⼀早上

�沒做����⼯⼈師���才知��們

⼀個⼩�就可��完��在掌握了⽅法�

�期�展就很順利了�那⼀刻真的�驗到

了什�才是「理論�實�相結合」。＂

�恒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我�幸��到宿舍組�夯⼟是�常合

�在⾺�的⼀種�⼯⽅式�在⼀整年⾥

讓室�可�冬暖�涼�並且易�作和⽅

便�希���會�再去⼀�⾺���⼀

下我們組做的��⽤⼀下我們做的廁

所�＂     

          劉��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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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first four weeks of phase I only four walls of the smallest building
had been completed. But now that all the buildings are finished and furnished.
I can truly appreciate how much character the community center has."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center will thrive and be popular in the years to come
and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back in the future. ＂

David -HK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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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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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原來的⼟�⼦是1963年⽗��的�年久失�實在住不了�但因家裡

太���不����我們⼀家四⼝只�⻑期借住在我哥哥家�寄⼈�下�

2012年��⽌橋的穆��授���的科研團隊�來到我們村開展現代⽣⼟

技���項⽬�並且��助⼀個�困�戶��⼦�投��定先給我家�

��＂

建��

建��

＂絕⼤部���⼦的錢是由�⽌橋�助�⽽且我�願意出⼩部�費⽤�但

是���的是個⼟�⼦�⼼裡�是���⼼的�

那��穆�師和�的學⽣們為了把我家的�⼦建��真是吃了很���天

天在⼯�跑上跑下�我們吃啥�們就吃啥�由於我們�乾旱�⽔��們都

��受1個⽉不洗��

���成的���我真不

�相信�是我家的�⼦�

不僅�⾜我家所�的���

⽽且看��磚�����

��沒想到⼟�⼦���

成�個樣⼦�村⺠們都�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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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住�和城鄉建設部�常�可我們建的�夯⼟

��希��技���在�國推���來我們��夯

⼟�的�會越來越��在�⽌橋的⽀援和設��助

下�我��所�受�培訓的村⺠⼯匠成⽴了「⾺�

村夯⼟合作社」�給各�村⺠⼯匠培訓�並���

們⼀��夯⼟�⼦�＂

—�村⼯匠邢�師�

＂�⼦建���不僅��的村⺠都來我家看�⽽且�政府

�組織��的技�員�⼯匠代表到我家參�學��到�來

住建部的⼤���報紙�視台的記者��國很��⽅的

⼈�乃⾄很���都來�我家�我家�⾄�上了中��視

���真的�國都出�了��⼀切我就�做�⼀樣�真的

太⾃豪了�＂＂真的�常�激�⽌橋��激穆�師��所

�幫助我們家的⼈�＂

—⾺�村⺠岳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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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戶的改�  ⼀家⼜⼀家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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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源�度豐富�當�傳�⺠居��⽣⼟為主�建材�

建�⼯�基本為⼟磚砌��傳�夯⼟������⽊結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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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

⼟

�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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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作坊—夯⼟磚製�

�⼟

⽤�⼦������成⼩顆�狀

     拌⼟     
�完的⼟�⽔�⽯��⽯��

⽔����物顏��沙⼦�碎

⽯����⼀定����攪拌

夯⼟

�攪拌完成的⼟倒��

具�⼀層⼀層加⼟

夯⼟

⽤夯�夯實��⾓⽤�⼦

      ��  
重�夯�⾄�合位置��⽤�

⼦�開�具��出成品

成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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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天的夯⼟⼩禮物的製作��中�失敗率�是

�⾼�容易出現��品或斷�的⼩禮物�所�在�

期的製作��中�儘量�免了⽯�的使⽤和顏�的

使⽤�同�在夯���中儘量�免�層夯��度�

減少失敗率�＂

夯
⼟
磚
⼯
作
坊

＂�欣賞的是項⽬不⼀味引�村⺠⾛向現代��在

��環���⾊�⽣��較先�思想的同��引�

�們�留⾃⼰獨�的�⾊——夯⼟�⽪影���＂

學⽣義⼯原計劃完成約70個⼩禮物成品��終完

成120�個��發給了村⺠和義⼯�

＂夯⼟是⼀種傳�技��因為它的原理是⽤⽣⼟�

即沒�經�加⼯的��做成�當我初��的���

�為它是⼀種�技�的東西��來才發現它可�發

展成建���的層⾯�＂

鄧浩�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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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組組⻑之⼀�我�到�常�

幸�在⾺�的九天�光中�我們組合格

的�到了救�隊員的�責��勤�⺠

⽣�夯⼟牆�夯⼟⼩禮物���設��

我們組�乎都參�了�我們�是收�豐

富�＂

張宏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我們組的⼯作就�⼟⼀樣�平凡卻��⼤���

不在卻�法�代�⾃�⾄終�我們組都在�⼟打交

��⼟是�村�普�易得的東西��可�是孕��

物的寶������⼀變成為吞�⼀切的����

可�是平��奇的⼟�⼦�在��家⼿中卻�成為

巧奪天⼯的��品�⼀�⾺�⼀樣�⼀個普�的村

⼦�卻�⼈�����難�再⾒�＂

  �曉�

 西�交�⼤學�⽌橋團隊

夯
⼟
牆
製
�

⼤家在�師�⼯⼈師�的��下成功夯�了

⼀堵500*1270*1260的磚⽯⼟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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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8天的⽣⼟⼯作���引了�30位來

⾃各�的專�設計師�建�師��⺠⼯匠和建�

專�的⼤學⽣來到⾺��

在�京建�⼤學的穆��授和西�建�科技⼤學

的��鋼�授的引�下�對⽣⼟建���夯⼟技

��⾏了各⽅⾯的���討�研�和實踐�

⽣
⼟
⼯
作
�

＂真正的�驗了夯⼟的製作���更詳

細瞭�了現代夯⼟的��⽅法和注意事

項�同�對當下的建�環境�了更�刻

的瞭���瞭�了港臺��朋友��重

�的是收�了很�志同�合的朋友＂

＂對來⾃�港的⾃⼰�⼯作��來⾃整

個中國⼤�不同省�的⼈參��不論是

�肅的研討或私下交���實已是⼤開

眼界�＂

＂我學�到⽣⼟建�並不是�單的把⼀

個建�建�來����單的把⼀堵牆夯

堅固�重�的是�何利⽤⾃�的材��

性把牆�建�做的盡�盡����⽣�

�使⽤者相�應�＂

學

員

�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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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展�

�⽌橋���辦了兩�現代⽣⼟建�展��

2017年9⽉⾄11⽉�在�京建�⼤學開展的⽣⼟建�主題展��國�

論壇為國�⾸�針對相關主題的專題展��2018年9⽉�在�港太古

城中⼼再��辦了「⼟⽣⼟⻑」⽣⼟建�實踐京港雙城展�

兩�展�展�了傳�⽣⼟建�⼯��同��國��專家共⽤�討了現

代⽣⼟建�的發展�提⾼�界�社會⼤眾對⽣⼟建�智�的�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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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路 回去之�
看到路⼝的太陽���直⾛便到村⺠中⼼了�每年⼀撥⼀撥的⼤

學⽣��⾏��踏�興奮的�步到來�⼜���實的�步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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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村民札記



�⽇�典

⺠⽣交�

社�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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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活動中⼼�⽀�村裡唱⼤���是我們鄉從來沒��的事

��我們都很⽀��希�每年都可�在村裡唱⼤�����村⺠活

動中⼼給予的⽀��＂

元旦

�典
元旦

�典

＂���蹈⽂�匯演�不只是給我們⾺�村村⺠�去⽂���服

��豐富村⺠⽂�⽣活�更重�是把豐富的⽂�活動形成⼀��神

⼤���⼀步提⾼⾺�村村⺠的�神⽣活⽔準和⽂�素��＂
⾺�村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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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村裡百�的����裡講很��理�村⺠���

是⼀種���⾺�村�⼀�����者�可�⾃⼰組成⼤

��⼦�唱�的�⼀天�點緊張��⼆天就��了���

每年⾺�村都可�開展��⼤�活動�＂

�團⻑

⾺�村��團團⻑

＂���⽌橋⽀�經費購買了�服和�具�村裡開展唱⼤

�活動�來看��⾃�隊的��⼈�2-3個⽉都把�部�⼒

投�到了唱�的準�⼯作�就�讓那��⼤�唱不�來的

⼈看看�我們不�把⾺�的⼈丟了�＂

�叔

＂⼈�了�都⾛不動了��

�村裡��天�就�搞活

動�昨天�來看了��是�

天�⾼興���視看�真

實��是�看�����經

常��就是不會唱�年�⼤

的�就喜�����經常去

中⼼看�＂

村⺠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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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三�

���

＂開⼼��難得�天天�不

錯�玩的挺開⼼的��們都

�不�我們��們�了�經

常在⼀��鬧�鬧挺�的�

現在在家�是閑��開⼼開

⼼�挺�的�＂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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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們�到⼀�搞⼀

搞⽂�活動�挺開⼼的�很⾼興��參

�到活動的�劃�組織當中來�希�未

來�樣的活動��益��＂

村⺠西�⼠

＂�天是����我們的�⽇�⼤家⼀

��祝⼀下�跳跳��玩玩���挺開

⼼�現在�閑��天��不錯�出來�

⼀下�＂

村⺠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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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上那⼀���⾊的���是⾺�難得⼀⾒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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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到⾺��在⼭⾕的⼟�之中�

點綴�⼀束⼀束的素⽩和�紅��

�⼀看�原來是盛開的��和�

����⼀隻隻蜜蜂���圍��

�採蜜�我坐在��上�看���

�意⽥�的景��⽬眩神����

�卻了�在�⼟⾼原之��卻�置

��世桃�之��

春意��的⾼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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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端午� 傳�上�⾺�村在端午��天�都�放下家裡�活���們

都�拿�⾃⼰做的端午��物�回趟�家��享⾃⼰家�⽇

�物�因�⾺�村的端午�實��是⾛�戚的���

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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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的�⼦�是挺�的��個�

⼦挺黏�的��是中⼼��讓我們�端午��

關鍵不是吃什��⽽是我們���了⼀個不⼀

樣的端午��＂

村⺠張�伯

��⼦

⾺�村端午�傳��物�涼����⼦為主���其�

�⽅傳�端午��包�⼦�����很⼤�別��因為

⾺�村��西�乾旱���附���上河��因�當�

�������相關�材�但�不影響⾺�⼈對端午�

�俗活動的傳��

「��端午�緣�⾺�」端午�活動�期間⼤家⼀�學

�包�⼦������享⾃⼰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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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

＂��年沒����鬧了�年�⼤了�活⼀

歲少⼀歲�沒想到���⼈⼀����⾼

興�⾼興�＂＂不知�為什���天的��

別��跟家裡做的⼀樣�但是�天的�額�

���久都沒����的�⼈�在⼀��鬧

了�⾼興����＂

村⺠張�伯

在⾦�的⾺�裡�由⾺�村村

⺠�員會���⾃�����

�蹈隊共同�合主辦��⽌橋

協辦下�⾺�村�⼆屆重陽�

���活動順利�辦�

活動主�������為主

題�宣�社�關注�⼈�關�

�⼈�

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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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做的很������⼈⼀�做��其實

每個⼈都幹的不��主�是⾼興�現在哪家�不�

⼀頓吃的�只是坐在⼀�吃�就是��＂

村⺠劉�⼠

＂⾺�村就是���⽌

橋⼜⽀���活動�⼜

為65歲�上�⼈�了⼀

頓��天�⼈確實挺�

��＂

   ��⾃��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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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倡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想擁�閒�野鶴�的⽣活��

陽西下�仰��⾥星���想中�

閒的環境�⾺�是⼀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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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交流

民生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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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剛開��⼩朋友結��很崩潰�因為�們對

�種��器很抗��只想去玩�當看到�們⽤我�的和

弦�彈出⼀整⾸歌��個成就�很⼤�因為我覺得我們

在⾺��⾥�下了⾳�的�想�

⼩朋友都很��會�我們上����我們去⼀�很��

的�⽅�我們坐⼀�彈結��唱歌�是⼀段很難�的經

驗�＂

陳�堅

�港科技⼤學�⽌橋團隊

＂我的⼯作是在中⼼�⼩朋友做⼿⼯�

學鋼���唱歌����⼯組的活動�

是較輕�的了�和⼩朋友打交�是��

單和容易的了��們�和上�⼀樣��

�和我們玩���們�真⼜��許⼩狡

���的學����的不���⽽暑假

了�都沒�什�負��願意和我們玩�

和相��＂

�欣�

西�交�⼤學�⽌橋團隊

音樂

＂我覺得結�的�⾳很�����別的�⽅

是���每個格⼦��⾳都不⼀樣���

Marco�師�我結��＂

村�⼩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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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我�學⽣不�吃���價值的垃��物���

��們�何��環境�應�何�理垃���學⽣

們都很積��⼿回�我的問題�雖��部�回�

不是完�正確�但我很欣賞�們主動積���於

�試�不怕錯的�神�我們�����鞋�紙�

型�圍⼱和�袋給表現�的⼩學⽣�⼤家都很開

⼼�＂

 陳淑敏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我更加�識到�⾃⼰的⾔⾏�⽌������村⺠

和兒童交�的⽅式影響到�們��就側⾯呼籲我們志

願者規�⾃⼰的⾏為���作則�希�������

參�到�樣的鄉村建設中來��鍛�⾃⼰的個⼈�

⼒�⼜為鄉村乃⾄社會做出⾃⼰的貢��＂

王思捷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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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工

＂⼭�的⼩朋友跟城市的⼩朋

友�不同的�⽅是�們更�

事�更�禮貌�更�得�恩，

我�記得⾺�的⼩朋友的��

因為�⼈陪�們玩��⼈��

�興�的事��⼀點點的東西

就⾜�讓�們�受到�⾜�

��我�恩來到�裡�發現�

單的幸福就是���＂

張�怡 

�港佛��可紀�中學義⼯

＂�是⼀個�常�的�會�讓�港的同學�驗⼀

下�村的⽣活�並且�受⼀下服�村⺠所得到的

幸福��⾺�村的村⺠都�常���我們向�們

打招呼��們⼀定會報����⾺�村的⼩朋友

都�常天真質��⼀��不⾜�的事�已經⾜�

讓�們開⼼⼀整天�本來我�為我們的��是�

給�們���但其實��是�們的����了我

們�我覺得�趟服�實在讓我�益良��＂

梅⾱軒

 �港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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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
T O  T H E  N E W  Y E A R

��們拿�樹枝在

�堆上畫畫��們

�得��上的��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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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活動��⼩朋友�較讓⼈頭疼�很難�制�們的活動�圍�⼜很�怕�們跑去�⼯場�受到

傷��或是���度��來�⾏了⼀�家訪�垃����攤位���⼀��的活動之��發現其實孩⼦

們的動⼿�⼒和組織�⼒很強�我們找了⼤孩⼦��⼩孩⼦�對我們的晚會提供了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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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從�初⼤家�村⺠互相的不瞭��到�來不��識不

�識的村⺠都會主動上�打招呼；從�初活動中⼼裡只

�志願者��的�影�到�來村⺠和我們擠在⼀�看�

影看⽪影�；

難�想��⼈�⼈之間的�誼在�個物質�乏的村⼦裡

居���容易建⽴�來了�＂

杜瑾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從⾺��研到主��讓我�受到了

⼀個項⽬從計劃�研到實�的��

��從⼀�所知的�研�到做計劃

書�再到估�買材��因為我們學校

是在製作��交��所��試驗材�

的量�在試驗材�的���我們�⾏

了⼀�����在製作的��中讓我

們團隊成員增�了不少的友誼和�

��＂

劉⽂�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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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影
全

家

福

＂�裡給我的�⼀����那�⾒了我們�常��的村⺠�在�裡�們�是拉�

我們的⼿�很��我們�來�們�個村⼦幫助�們��種��真的�覺之�的志

願者們做了很�的事��村⺠們對於我們的���常的��在�裡的⼀個⼤難題

就是語⾔問題�因為團隊其�很�⼈都是南⽅的同學更加�不��所�我們�個

西�的同學就當�了半吊⼦翻譯�����會鬧⼀�翻譯的�話�＂

閻旭�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村⾥沒�影���沒�沖洗照

�的�鋪�故村⺠�少⼀�正

式�拍張家庭合照�學⽣們便

貼⼼�在中⼼準��影設��

��村⺠來拍張�家福�⼤家

收到沖洗出來的照�都�是�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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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影

＂在⾺��對於我來�是�難�的是村裡�厚的⼈�味�可�⼩朋友們的活⼒是我

每天的動⼒�在⺠⽣⼩組裡�我們到�跟村⺠交��宣傳活動中⼼的⺠⽣活動�

看到眾�村⺠每天晚上來到村⺠活動中⼼跟我們⼀�看�影�跳�場��看⽪影�

都�到�別開⼼�＂
何�琳

�港科技⼤學�⽌橋團隊

  66



聯

歡

會

＂��晚會上�我們唱了⾺���

你�跳了⼀段���蹈�跟�阿�們

跳�場��看��的��表演……�是

��參�者活⼒的綻放��是對��

⼟�的��留戀�＂

 王思捷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我們��都很⾼興�在村⺠活動中

⼼跳��只��⼈召��天上下�下

��我們都�來的�在�裡我們相互

學�跳��家裡�事��可�相互幫

助��裡就是我們��們的家�＂

⾺����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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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急救

培訓

＂普��救知識�不僅僅為了在危險⼯作中�不�之��⽽是假�

�⼀天你的��發⽣意��你看�鮮活的⽣命⾛向衰��看�關⼼

的⼈受傷痛����你不會束⼿��⽽留下��＂

�港���救學�師

Melissa Wong



＂我幫��村⺠�救��何�理�傷出⾎�包紮�⼼

��甦法���村⺠們都很⽤⼼學��我很欣賞村⺠

們在�沙�暴�下�的⽇⼦都堅��來學�救�參加

我們的晚會�＂

陳淑敏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我�為�景演練幫助�⼤��師給出了不同�景的

���雖�在����中沒�做得很��會很�張�

但在��天傷患��救員�吃�群眾的⾓⾊轉�中�

⾓度的去���學�到了很���事�����團隊

合作的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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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下了⼀場���是為那��

⼯活動��⼀��⾺�的天�乎�

�了⼈�味��⽇�陽����

���是⾺��給我們的�喜�＂

�恒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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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期的到來�記得中⼼��⼀�樹

從�變��從�變⽩�依�毅⼒�挺直

在陽光之中�在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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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務

日誌

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背景、不同學校、



同一份勇氣、同一份熱情、同一個方向、同一個目標

服務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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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

路

�

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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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們�喜�學⽣在村裡做的哪個項⽬?

�⼈��⾃�隊��裝路����再��裝⼀��在村裡�危

險的�⽅都�裝上�村⺠們都很喜��

�蹈隊����裝路���個�喜��

＂我參�了路�建設的⼯作�到現在想到�個�我�是會發出�樣的�

��我居�會�⽔�了�我�真的�了路���們居�都�了�雖���

成就⼤���功於�師和學⻑學�們�但���螺絲����杆���在

每⼀個路�下拍照�都是�⼤的成就�和�⾜��

�應該是我�⼀�實實在在的⽤⾃⼰的⼒量做�真正對�⼈�⽤的事��

⾺�讓我踏實的�受到�我在做�我在成⻑�很�⼈���益�＂

彭�圓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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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個栽種下的路��為⾺

�夜晚�來明�的同����

��了我們��⽅村⺠的⼼

橋�"

�欣卓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76



＂團結⼒量⼤�我所在路�組每天��⾏⼤量的⼯

作���坑��沙⽯��⽔��⽴路���每⼀項⼯

作都��團隊協作��正是我們⼩組協�⼀��互幫

互助��終圓�完成�⼯���

我���受到了⾺�村淳�的⺠���受到了⾺�村

村⺠的����們的��幫助���我們的�切互動

讓我��頗��＂

��旭

西�交�⼤學�⽌橋團隊

 ＂主��⼯��我被��到路��⼯組�因為我學�的是⼟⽊⼯

�����到⼀��⼯知識�但從現在看來�我僅僅學�到理論

知識�在�⼯中�我們����洞��裝路��放置太陽���

每⼀個螺絲�何�緊�之�在�紙上畫個洞很�就�完成�但其

實�⼯中�研�洞的應⽤�把洞�的�⽅��平���都是⼤學

問�＂

劉⽂�

�港珠海⼤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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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部店主�

＂(�喜�學⽣)�裝路��在我家⾨⼝��裝⼀盞

吧�已經�裝了⼀盞���再�裝⼀盞�＂

＂�⼀天到�⾺�村的���整個村⼦⼀�漆⿊�只���看到

��⼭的輪廓和發�的天�線�我們在⿊暗中打�⼿���⿊�

��

Stephen�我們⽤��的成本�裝成效果相同的����裝完

所�路�的那⼀天�⼩⾺哥����我們去家裡做客���的路

上�看到村裡��星星點點的����⼀�間就很�動�覺得⾃

⼰做了真正�幫助到別⼈的事��＂

王�曦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站到了����⼤⼤們的⾓度去做事����的�驗�⼤的不

同�就是責�吧�因為路�的事��Stephen的話讓我在項⽬中

��在思考「我們在做什��我們到�是在為誰做�」��是我

想對之�的團隊成員�的話�不�把��事�當成⼀項���⽽

是����去考�村⺠們的�求和利益�＂

���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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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場設�建�

夯土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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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學⽣們都�的很�為⼈

�禮貌��們都很⾟

��幹事�很�真�＂

＂我⾨夯⼟組��⼀天的⼯作�因為�⾯天�原因�只�在⼀天的

�間�去完成�那天�儘�已經�線�⼯加�趕�度�但下午的�

�只完成了兩個凳⼦���四個凳⼦的⽬��才完成了⼀半�在那

種�況下�當隊⻑讓我們可�提�回去的���沒�⼀個⼈�開�

儘��做的事�限�但⼤家都堅�到了���直到��明⽉⾼��

我們才終於完成了��⼀個凳⼦的⼯作�回去之��⼤家仍���

�的�度去吃完下午的��⾺不停蹄的準�晚上⼩組�⽬�沒�⼀

個⼈喊累�⼀直堅�到��會的���短短�天形成的團隊意識�

責�意識在那⼀刻展現的淋�盡��＂

劉琪

西�交�⼤學�⽌橋團隊

健身器材安裝

夯土凳建造 ＂��我們在⼩灣�幫當�居⺠建��張夯⼟凳⼦�讓�們可�坐

在那看��那⾥對⾯是⼀個�棚�我覺得�⾟�是累�當你很�⼒

�⼯作��真的會很累�＂

鄧浩�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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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參加��⾺�團�在��旅�中我�驗到�村⽣活的

������⼒�動是⼗�之⼤�但⾟�中都伴����⼤家

互相幫��⼀個⼈累了�另⼀個頂上��裡的�溫�景怡⼈�

��港不同�不會⼜濕⼜�很容易出汗��裡涼�⼀吹都把�

��⾛了�

在�驗中學會不少的知識���沙和⽔�的��為3：1�⽔�

表⾯�層��防⽔滲��許�在實踐中學會的知識�除了知

識�更重��識⼀��理���⼼的朋友同伴�＂

���

�港中⽂⼤學義⼯

＂⽔�⾥�很�碎⽯��的��很吃⼒�可

是我們⼀�⼀����做��終�天完成

了�＂

��鳳

�港佛��可紀�中學義⼯

⼩賣部店主�

＂⼩賣部⾨⼝是學⽣�建的�共汽⾞�⾞點��共

汽⾞�⾞點建在⼩賣部⾨⼝�我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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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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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幫助��志願者合⼒完成⼀個項⽬很開

⼼�尤其是��場��和����建的兩個⼩組�

�量�⼤�⽽兩組同學從不抱��⽽是盡⼒趕⼯完

成�⼯計劃�常常其�志願者已開�⽤�⽽�兩組

同學仍在加��＂

＂曾經�個�港的義⼯團隊�50個來⾃城巿的學⽣� 專為國�鄉

村建設�那�學⽣7天產⽣的垃�竟�可����們的垃����2

星期� �果那�學⽣是城巿⽣活的影照�那��世界�⽀�到�少

個那�學⽣⽔準的⽣活�� ＂

＂我們城巿⼈不��頭做減廢的⽣活的話�那��許即使�⼒�其

�⼈跟我們�⼀樣的⽣活⽔準��同��在倒�在製�⼀���廢

物的城巿�所幸的是�⽌橋團隊在村間推�的其實是減廢和可�續

發展的價值���⽽� 我想�果我們的⽇常⽣活不�更「村�」的

話�我們對下⼀代的負�太重了�＂

�曉波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的設計在現場�⼯�難度較⼤�因�為了

�合⼯期�求�我們對設計�⾏了細��整��

���⽔�的�累和�瑣是我們之�沒�發現的�

因�疲��是⼀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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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下的人們

快

樂

工

作

.

.

.

"不同的想法碰撞�會瞭�到更�闊的世

界����⼀件⼀件事�從同伴�上看

到了很�難�可貴的�神�"

��

同濟⼤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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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的�光就��是⾃⼰平凡⽽⼜不那�普�的

⼀天�休息的��在⾺�的�謐中�看��⽇下的�⾞

緩緩轉動�仿佛�間�⽌�我�永�停留在那⼀刻�"

王思捷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梯田上的風車

緩

慢

轉

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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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識了來⾃不同�⽅的朋友�更�為村⺠做�

意義的事�� ⼗���和�實�我覺得⼤家⼀⾏⼈來到�個�

素⽽��的⾺��即使�景不同�語⾔不同�但懷�共同的⽬

��⼀��汗�⼀��⼒�⼀����就是���的事��＂

���

�港科技⼤學�⽌橋團隊

＂跟拍不同的項⽬����不⼀樣���路�組��把路�⼀

根根⽴���眼⾒證的�����植樹組�⼀顆顆樹�栽種在

中⼼的成就����看�孩⼦開⼼��兒童設�組�裝的�千

�的喜������交��村⺠和同學交織在⼀�的���

語���上廁所的��可��廁所組做的�⼦�唯⼀相同的是

當你看到項⽬完成�的改變正是你�⼿⼀點⼀滴製�出來的�

那樣的參��和幸福�難�⾔��＂

�伊洋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 It is gratifying to see the village children happily
playing in the court yard every day and the
multifunction room packed with a standing room
only crowd for the shadow puppet shows.＂  
                                                               

David -HK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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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到村⺠活動中⼼玩��別喜

 �那個�千�放學就來玩�＂

 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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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只是想在⾺��⼀�看星星的元旦的不知所措的�研�到不知怎�

就�我寫的�研報告�場�的設計����⼯�成為�⼯組的組⻑�期

間��太��放�的�頭�但當克服了很��在��踩�單⾞去坐出發

的⼤巴�⼜⾛在⾺�的⼟路上��⼀切都開�變得值得�
 

被⼀件事�很久的�覺並不��但堅�下來�終的成果和�段��確實

給了我很�改變�很開⼼�⽌橋讓我�個⼤��⼈經����改變和�

喜�
 

�陽�到樹�上��在��⼟上的�光�劃�天�的⻑尾星��是⼀樣

熟�的�天星光��捲��裡的沙⼦��破的兩雙⼿套�從�單重�的

⼯作中�得的純�的����識那��喜�的⼈們�⼀切都在變��＂

���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參加��活動仿佛��⼀個��的世界�不僅讓我學會了�位思考�

�驗了不⼀樣的⽣活⽅式�理���覺�重�的是完成了�村⺠��活

動參加者⼼橋的�建�剛開�只��法�受的�累�但到��設��建

完成�看到⼩朋友們開⼼的玩��⼼中只��⾜��只�⾃豪��常�

�基⾦會給我���會�讓我�不同的⼈⽣�驗�＂

�欣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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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續回填⼯作��就是填坑��容易其實�並不

容易�⼟量不��⼤�衝垮�坡�影響⼯期�⼯具不��男⽣

�動⼒被別的組借⾛�我們�個�⽣�中學⽣占⼤��的組克

服重重困難��⾄提�完成了���沒��⼦就⽤⼿撥⼟�⼒

�⼩�不動就⽤桶裝��⼟⾞陷在�裡8個�⽣⼀�推��天�

去�我們組�得�⿊�⾐服���卻沒�⼀個⼈喊�喊累�

在完成預定����我���我們「⼟撥�⼩隊」踏上了�牆

補坡之路�把被�⽔衝垮的�⽅⽤⼟補上�經��輪�試�我

們終於發明了⼀種「隔�夯⼟法」���把洞補了�來��為

受��重的�叔家的⼟�做了⼀��易的擋⽔牆和⽔溝�＂

�曉�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裡是⼀個�神奇的�⽅�會�你放下�惱�放

下�話�放下⼀切�融�當�⽣活�

�趟旅��不再單單是義��驗�⽽是�⼒的�

驗�⾛�建��⼟⽊⼯�的世界��受不⼀樣的⾓

度��識��域�雖�每⽇重����堆⼟�整夯

⼟��引⽔��但累得很����趟�意義的旅

��是我想�的旅⾏�希���會再参�其中�＂

羅曉琳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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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收的⽟��豐盛的學�

  95



�種

96



＂�為種植組的⼀員�除了對基礎�坑技���不同種�的樹

���卉�種⼦種植⽅法的掌握之��我更加�同改���環

境對鄉村⽣活品質提升的重�意義�建設��鄉村是每個⼈應

�負的使命和責��＂

于��

西�交�⼤學�⽌橋團隊

＂每�栽種的��都是在賦予⽣命�每棵樹�都��我們的希�

挺⽴在⾺�村⺠活動中⼼四�的�⼟�上���我們更��會⽣

命的可貴���活動不僅�⾜了我志願服�的�⼼��驗了�城

市不同的「艱�」⽣活環境��練了我的意志�讓我結交了許�

的��伴��切實幫助了⾺�村⺠改�了⽣活環境�＂

��鵬

西�交�⼤學�⽌橋團隊

＂我收�了許���得�何提⾼植物的存

活率��得�何攪拌��⼟��得�何夯

⼟��得�何��垃���重�是�得�

何珍惜那���的友誼＂
 

               �梓楠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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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橋不單單組織了⼀�志願活動�更是提供

了⼀個相互交�的平台����個平台�不光��同學�

�港同學之間加�了�識�兩�的⼤學⽣們�更加瞭�了

中國�村的真實狀況�艱�⽣存環境激發�兩�同學共同

建設富強�⺠主�⽂明�和����的現代�強國之願

���樣的活動值得參��應當⼤辦��辦�＂

郭��

中�⺠�⼤學�⽌橋團隊

＂��活動我負責的是⺠⽣項⽬�所�和當�的村⺠交往

密切���直��會到村⺠們的想法���求�加強志願

者�村⺠之間的交�是�切⽽⼜必�的�＂

�戰江

中�⺠�⼤學�⽌橋團隊

＂對於⾺��關廁所⽅⾯的��發現�儘�⾃⼰已經盡可

��去�位思考鄉村的�求�實��況�是出�很⼤�

雖���失��但是��活動仍�對我影響很��可�之

�會重�思考志願者�鄉村建設之間的關��相�⽽⾔⾺

��會了我們更��⽽我們對它的給予則顯得較少⼀��

��會�⾃⼰作為⼀個學�者⽽�幫助者的��參加活

動�⽤⾃⼰綿�之⼒盡可��給鄉村�的變��＂

�超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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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

�

驗

學

�

課

�

＂學到�重�的是��開放的⼼���受⽂��⽣活�慣上的�異�就

�城市�城市之間其實���異����京和西��跟我原來⽣活的城

市��異�跟�港⼜不⼀樣�所���對我�⼤的Impact（衝擊）就是

什�都�受�沒��跟不��沒�對和錯�只是�受�度上��異�＂

�彤恩

�港⼤學學⽣

＂�港⽣活�種�⼒�⼤家�去賺錢��覺做什�都很���來的問題

可�是思維�式單⼀�所�我想��在不同⽣活環境下的⼈�跟�們交

��可���我在�港的⽣活會��的視野�＂

＂⾺�之⾏讓我�會到�⼈的��不⼀定建⽴在物質之上�⽽是來⾃⼈

�⼈之間的相���初����的�覺��竟環境不太熟��語⾔��

不⼤��加上�是⼀⾨�學�的課���⼀��⼒�但��在很�⼈的

幫助下�發現原來�完成⼀件事�不是那�困難的�＂

林澤�

�港⼤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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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收�的話�我想我收�了⾺�的星��⽇

出�收�了⼀�不同�常且會�記⼀⽣的�驗�更

收�了村⺠們可�的���和可�的同伴�⼼橋�

⽌�願我們���可�協⼒⾛�⼀個⼜⼀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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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來�興奮�中間�絕��⾛��不舍」�「興奮」

的是��城市的喧囂��⼀段屬於⾃⼰的�間�⼀段不同

往常的經��看到不⼀樣的⼈�⽂��；「絕�」的是在

那裡�做很�從來沒�做�的事��可���夜�裝路

��可��每天早��⽔�可�很久不�洗頭洗��可�

�在�⽇下種樹���堅�很��樣的事����真的很

����⾄���都堅�不下去�但因為�伴��師的⿎

�堅�到���「不舍」那裡的⼀切——��的天���

油油的⽥野�閃�的�星�明�的�⽉���且淳�的村

⺠�⾯��容的⼩朋友�＂

楊⽵梅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早操

做飯

��更�的⽣活�驗�更�的成⻑���

＂⾺�是⼀個⽔�源匱乏的�⽅�所�我們�考�⽔�源

的問題�為了�省⽔源�我們都⾃律��守⽤⽔量�為了

��環境�我們都會⾃律�⾏垃����在⾺��我�⼀

�和別⼈共⽤⼀�⽔洗�刷���⼀�⼀星期沒洗�和�

友擁抱�在漆⿊沒路�的⾺路�和朋友們⽤⼤⼤的��鏡

看星��＂

�梓楠

�港珠海學院�⽌橋團隊

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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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想�那�天晚上頭頂上的那�星�

會想�每天住的那�⼟�⼦

�會回想�去村⺠家�研看到的那��經��的⾯�"

汪明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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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派對

處理垃圾

睡帳蓬

＂����到中國⼭��村的�況�了�當�的⼈⽂��

��社會�⽣活�慣�⼀��常難�的�驗�因社會發展

犧牲了很��世界不斷改變�⼈�亦正��不同的社會意

識形��所�求的再不是�去�⼗年的單⼀性����源

��限制的經濟⽣產���的活動不⽌是對社會的回��

常�師� Stephen 的��亦對整�社會發展問題�思了

很��＂

�嘉曦

�港⾼���科技學院�⽌橋團隊

＂去⾺���我從未�眼⾒到中國西�⼀�鄉村的艱難�

況�對西�乾旱�少⽔�源的���度沒�直�的瞭��

��活動中�我真真實實�受到了乾旱�困��對中國當

�的不平衡發展�了⼀定的瞭����我�覺⾃⼰學到了

很�環�知識��⽤���當洗��洗����垃���

和垃���的�理⽅法��＂

���

西�交�⼤學�⽌橋團隊

＂挺�意義的�在那個村⼦裡�我們留下了⼀�經久不變

的東西��⼀�⾃豪��另��在那裡我們不⽤想太��

�的東西�作息���很規律�每天�的⼗��實�⾜�

�永釗

��⼤學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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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不知�下⼀�看到是什���了�會⼀直⼀直想
�那裡的⼀切�村⺠�⽥埂�⼤�⾞�⼀步步⾛向溫暖的��
�息���你和我���看到�裡�我的「村⺠們」�"

���

西�建�科技⼤學�⽌橋團隊



中心人員的

心聲與期盼
中心人員的

心聲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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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初訪⾺�村⾄�已�⼗年�⼗年回眸����千�

我們�純�平和的⾺�村⺠⼀��經�了許許��的⾟������⾒證了⾺�從「⼗年

九旱」到「⼗年九�」的�史轉變���點點滴滴的共同�⼒�不僅給⾺�村�來了諸�

可喜的變���讓我們所���共同經��⼗年的朋友�不斷��思�成⻑�我想��才

是⾺�⼗年�值得我們珍視的�

⽽��⾺�村已經成為我們很�⼈⼼中的寄託��是⼀個我們在�⽅的故鄉�儘�未來我

們��不得不去⾯對更�史���的挑戰�不僅來⾃世界��來⾃我們⾃⼰�但我相信�

⾺�的⼗年記憶���終是我們�⼼��那⼀絲�賦予我們��的溫暖�����溫暖�

讓我們�⼿�⾺�的⽗�鄉�⼀��⾛向下⼀個⼗年……



＂恍�間�在⾺�⼯作已四年�四年�剛踏��個乾旱且���⼟味的村��我

��被�裡頑強的⾃�⽣命��實的�容�豐富的⽂��志願者的理想�獨�的

⽣⼟建�所�引��裡�是值得我⼼許的�⽅�

四年來�每⼀��上家訪��景的發現���的�⽇�村⺠們的希�和改變�志

願者的收�和成⻑��������緊張�焦����和眼� .....都共同⾒證了我

�中⼼�志願者和村⺠在經�考驗�的不斷成熟�

未來希��繼續陪伴⾺�成為�載村⺠�想和志願者學�成⻑的�⽅�＂

＂2012年開�我參加⾺�項⽬��裡從⼀���經�⼀期�⼆期⼯�發展到現在�⾺�活

動中⼼⾃投�服��5年�看到�裡的變��
 

社�設�⼀⼀��完��對�存本�⽂��村⺠⾃治�理�制�從�共設���供⽔供�

來看�可�看⾒國家�在不斷發展�⽣活改�惠�國⺠�
 

�⽌橋由初期提供的⺠⽣改�服��展到�國的⽣⼟學堂��開展�⼤學⽣為對�的服�

�驗學�課��看⾒⾺�⼗個社的太陽�路���的增加�來�村⺠⽣活�活性�了��

�孩⼦��⻑⼤�就是�來發展的動⼒�
 

不變的是�⼟⼈�����裡的��夜��學⽣志願者從��⼩學�室席�⽽�的挑戰變

成較為舒�的�上��但正�⾺�所��「做�益的�⼤的完���受益的不是別⼈�⽽

是⾃⼰�」希�可�繼續貢�⾃⼰��⾃我增⻑�繼續「幫助別⼈���⾃⼰」�＂

�德�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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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成為⾺�社�⼯作者�陪伴社���志願者

成⻑�⾒證了村⺠從利到義的轉變和付出�仍�記

得�⼀屆⾺�村三����洋溢�開⼼的�容和男

⼈抱�孩⼦�看��活動場景�伴��⼀屆⼜⼀屆

志願者到⾺�服�和�驗⽣活�陶⾏知��「⽣活

即��」�只�融�⾺�社�⽣活�才��悟成⻑

����＂

＂⾺�村——�想��的�⽅�

⾺�村現代夯⼟村⺠活動中⼼在我⼤學�期⼀度成為建�學院的����引�

�⼈的⽬光�2016年7⽉�⼀�踏⾜⾺�村的點滴依�記憶�����的四年

裡����踏⾜⾺�⼟�的我沒�絲毫的��疲��春�⼟�⾊的�����

�油油的梯⽥���⾦�⾊的�⽥�冬�⽩�皚皚的⼭巒���證了⾺�負責

「貌���」⽽我只���的欣賞的意境�

在⾺�村的四年志願者經�是我成⻑的�變的關鍵歲⽉��四年裡⾒證了喜�

哀�式的⽣活�息�衍⽣出的思維碰撞間�催�了我的成⻑��給我寶貴的⼈

⽣財富�在�我衷⼼���⽌橋給⼤學⽣志願者寶貴的鄉村交��會���⾺

�村淳�的村⺠�給我成⻑路上的寶貴回憶�＂

張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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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鳴��下曾⽀�⾺�項⽬的單位(��不�先�)：

住�和城鄉建設部

⽢肅省住�和城鄉建設�

會寧�住�和城鄉建設局

丁家溝鎮⼈⺠政府

⾺�村村�會

國�⽣⼟建�中⼼（CRATerre-ENSAG）

西�建�科技⼤學

�京建�⼤學

贊助�構�

陳張敏�夫⼈慈�基⾦

太古�產�限�司

�港賽⾺會慈�信託基⾦

利希慎基⾦

「�四屆�⽌⾏慈�步⾏��活動」之贊助�構和�⻑

⾺�村⺠活動中⼼項⽬�年所得�項�

2016年住�和城鄉建設部�⼆屆��⽥�建�⼀����佳�索實驗�� 

           實�三��

2017年「�合國�科⽂組織亞太�⽂��產���」��設計�

2018年世界建��「�⺠�社�-建成項⽬」�別佳作�

2019年世界⼈居�銅�(「中國鄉村現代⽣⼟�建技�的研��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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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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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主⼈���⽣命的到來�������去；

村�的客⼈�⼀撥撥的來臨�⼜⼀��的�開；

村�的�⼦�破�的�漸漸�除；現代的����建；

村�的⼭路�裝上了路��跑上了汽⾞；

�⽽�在變幻的�⽇中�

�梯⽥上的�稼�仍�在�沙⾥�壯成⻑；

�星�下的兒��依�演繹�⼈間�暖；

 

⾺�——世間之⼀⾓��仍在發⽣��彩的故事；

願�相冊��捕�當中的點點滴滴��享�去的絲絲回憶�



無止橋 Wu Zhi Qiao

Wuzhiqiao_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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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zhiqiao_foundation

⽂字�相�提供��⽌橋慈�基⾦

                               �港各⼤學�⽌橋團隊

                               ��各⼤學�⽌橋團隊

                               社會義⼯

設計����⽂�

校對�核��林林�常⽵���浩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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