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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氣候寒冷，氣溫經常

低至零下幾度，當地人

普遍居住的蒙古包保暖功能十分有

限，令他們長期受寒冷之苦，那種

苦況是居於南方的香港人想像不

到的。而且由於農業、畜牧業都

不蓬勃，當地人的生活水平長期

處於貧窮線下，很難有所改善，

各種現代人應有的生活條件都

很缺乏。」

Sammi凝重地述說當地人

的苦況：「例如醫療設施、人

手不足，當地居民生病也只

能睡眠休息，希望依靠個人

能力把病痛治癒，委實令人

心痛。但即使無病無痛，也

不代表可以好好生活，因

為貧窮令他們不能溫飽，

甚至三餐不繼。」

最令Sammi擔心的，

是 當 地 兒 童 的 生 活 狀

況。「兒童處於發育時

期，極需要營養，但當

地小孩每天只能進食一

餐，而且他們的食糧只是一

些好像由麵粉開稀而成的食物，根

本毫無營養可言，難怪他們個個都

很瘦弱，與一般同齡小孩有異，大

部分都有營養不良的情況。而有些

流浪的街童，為了取暖，竟然住在

地下管道之中……」Sammi 說得眼

都紅了，「當地宣明會的人員揭開

路面的溝渠蓋，裏面是舖設熱水管

的地下管道，我立刻被眼前的境況

嚇了一跳――在臭氣熏天、與蟑螂

為伍、骯髒如垃圾房的狹小空間，

竟然有小孩子用兩塊紙皮鋪在水管

上蹲着坐着，那就是他們每天棲身

之地。」

Sammi回憶說，當時曾有一剎

那猶豫是否真要跳下那麼可怕的地

方，但很快，對那些兒童的關心便

戰勝了猶豫，她深深吸了一口氣便

走了下去。看到孩子們要在那惡劣

的環境生活，Sammi的眼淚當時便

禁不住湧流出來。

「蒙

Sammi（鄭秀文）入了娛樂圈多年，在演藝

事業上涉獵過不同風格，但她本人給我們的感覺

始終如一，就是感情豐富、經常真情流露、不弄

虛作假；個性善良，只求做好自己，不喜歡惡性

競爭。事業既然有成，對社會亦有影響力，她自

然也希望能回饋社會，所以一如很多形象正面的

藝人，她經常為慈善事業出力，既盡了本身的社

會責任，亦可藉知名度喚醒大眾去關心有需要的

一群。身為宣明會「助養兒童計劃」參與者，

Sammi今年十月親身到了蒙古探望受她助養的兒

童，並與我們分享行程中的見聞、感受。

14 December 2008

鄭秀文

蒙古之行

遠赴寒冷北方 送上愛心

15December 2008

Sammi與工作人員一起為沙基一家建造新的蒙古包。

Sammi與沙基（前排右一）一家在新的蒙古包門前合照。

目睹住在地下暖水管兒童的苦況，令Sammi心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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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情況絕非我能想像。那兒

不是人應該居住的地方，但貧窮和

家庭問題竟然可以把孩子逼到如此

地步。我感到很震撼，很震驚，雖

然他們是被遺棄的孩子，但也有權

擁有人的尊嚴。幸而宣明會已經在

當地建立了不少收容中心，盡量減

少這類無家可歸孤兒的數目。我希

望我所見到的，是最後的一群，

也是很快可以入住收容中心的一

群。」

貧童苦況 震撼心靈

Sammi此行的另一個重要時

刻，就是與她助養的小朋友沙基見

面。沙基常常遭受酗酒的繼父虐

打，幸好得到阿姨收留，才得已逃

出魔掌，但阿姨的丈夫長居監牢，

她要獨力照顧沙基及兩個子女，每

天只靠拾荒維生，生活十分艱苦，

三個孩子甚至從沒洗澡！他們住在

殘破的蒙古包裏，溫飽也成問題，

讀書識字更是遙不可及。

「雖然沙基阿姨生活艱苦，但

她的愛心實在令我很感動。」

Sammi說：「在如此困難的生活條

件下，她也能顯示出無比愛心，如

何辛苦也繼續照顧兩個子女及沙

基，這種精神實在很值得大家學

習。因為在艱辛的環境下，最能考

驗人的情操，艱苦生活很容易牽引

出人性黑暗一面，令人只顧自己，

不理別人。但沙基的阿姨卻能做到

愛己及人，為沙基的人生帶來了光

明。」

但由於沙基阿姨長期找不到工

作，一家人的生活仍難免貧困。

Sammi決定一併助養沙基的兩名表

弟，再與工作人員一同幫助他們搭

蓋由宣明會資助的新蒙古包，及為

孩子們洗澡更衣，為他們艱苦的生

活添上一絲光彩。

對所做的一切，Sammi沒有感

到自豪，她說：「試想沙基的阿姨

身無分文，也會憐憫他的苦況，願

意擔起照顧他的責任，這才值得敬

佩。相比之下，我並沒有為他們做

甚麼偉大的事，只是付出少量金錢

助養，雖然這少量金錢已可改善他

們生活，令他們可以吃飽，及有機

會上學。我分享這段經歷，就是希

望更多香港人知道，透過助養兒童

計劃可以切實地幫助他們，或世界

各地其他貧困兒童。我們付出只是

那麼一點點，何樂而不為？」

黑暗中見人性光輝

此行令Sammi感受良多，看到

沙基阿姨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仍能

付出愛心，Sammi深受感動，更視

她這種情操為學習對象；而對貧困

小朋友的處境，Sammi覺得：「小

朋友就好像空白的五線譜，只要提

供所需要的愛和教育，便等於譜上

一個個美妙的音符，令他們的生命

變成優美樂章，因為每個孩子都是

世上獨一無二的珍寶。相比之下，

香港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有書讀

、生活溫飽、物質富足，蒙古小朋

友的生活是他們難以想像及不可能

體會的。」

「我覺得香港小朋友更應該珍

惜幸福，加倍努力讀書，不要浪費

政府提供的免費教育及如此優質的

讀書環境，因為知識能改變未來。

雖然蒙古小朋友生活貧窮，但他們

面上仍然有純真可愛的笑容，就算

沒有電動遊戲、電腦和任何新科技

產品，他們也可自得其樂，隨時隨

地手執泥土玩樂一番，更令我相信

物慾與快樂沒有直接關係，孩子們

最需要的是溫飽、知識與愛心。」

宣明會「助養兒童計劃」以兒童為中心、社

區為本，致力幫助發展中國家貧困孩子的家庭和

社區逐步地解決貧窮問題，為助養孩子建立自給

自足及可持續發展的社區。透過「助養兒童計

劃」，宣明會集合助養者每月的愛心捐助，在助

養孩子所居住的社區推行「區域發展項目」，鼓

勵當地的領袖及社群一同參與，推行水利、農

業、醫療、教育、經濟等項目，讓助養孩子得到

清潔食水、營養食物、醫療保健、教育機會等基

本成長所需。

每日只需捐款港幣$7，即每月港幣$220，

你便可成為助養者，改變一名發展中國家孩子的

生命，讓助養孩子的家庭及身處社區達致自力更

生。

當你成為助養者，你與助養孩子的獨特友誼

便會隨即展開。首先你會收到有關助養孩子的基

本個人資料，及後還可以透過書信和探訪，向孩

子表達愛和關懷。宣明會亦會定期舉辦助養者分

享會，讓助養者聚首一堂，分享參與「助養兒童

計劃」的喜悅和滿足。

現時受惠此計劃的國家包括孟加拉、中國、

印度、老撾、蒙古、緬甸、斯里蘭卡、肯尼亞、

剛果民主共和國、埃塞俄比亞、馬拉維、塞拉利

昂 等 ， 詳 情 可 瀏 覽 世 界 宣 明 會 網 站 ：

www.worldvision.org.hk。

助養兒童獻出善心你知話

香港的冬天仍算和暖，但遠
在北方的蒙古已步入漫長的
寒冬。Sammi隨香港世界宣
明會於十月廿日到達初冬的
蒙古，在零下十度的天氣展
開探訪之旅，不但深入了解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城內貧窮
人的生活情況，還親身為她
的助養孩子送上祝福與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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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認為香港父母也不應盲

目滿足子女的物慾要求，相反應該教

導他們控制慾望，及明白人生甚麼才

是最重要，這才可以讓他們的心智健康

發展。」下一站，Sammi已經報名參加

宣明會的非洲探訪之旅，希望協助改善

當地人的生活、醫療，尤其是教育。她

認為只有教育才可以幫助下一代脫離

貧窮，如果不做好教育，他們就永遠只

能維持現在的生活模式。

適量工作 改變生活

談過了蒙古之行，我們轉而和

Sammi談近來的生活情況。她最近信奉

了基督教，身邊的人都說她比以前快樂

了，懂得放鬆自己，不再是以往那個工

作狂。「其實我十餘歲時，已覺得自己

最終會有宗教信仰，只是當時時機未

到。現在感覺到主來到了我身邊，所以

就自然而然信了教，這不算是偶然的大

改變，只可以說是時候到了吧！若說信

主後的分別，可以說我現在不再恐懼未

知與將來，因為我相信一切自有安排。

每個星期日上教堂對我的心靈亦十分重

要，我可以與教友一同分享日常瑣事，

又可與大家讀聖經。」

Sammi十分重視與親人、朋友共聚

的時刻，經常與一班朋友食飯閒談、快

快樂樂過一晚，與家人的關係亦一直很

親密。

最近工作不再那麼忙碌，與家人的

溝通機會也更多了。「以往常常用物質

來表達我對家人的愛與關心，現在卻希

望有更多時間相聚、談話、溝通。」

Sammi笑說。

事業方面，Sammi近年不再那麼拼

搏，以往長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現

時工作已不是一切。「我其實仍很喜歡

工作，但只會揀選一些很吸引的才做，

因為我希望每件事也可做到最好，所以

已不會像從前般把工作排得密密麻麻

了。」以往為了Keep Fit，多年沒有吃

過白飯，現時已不需要這麼節制，但

Sammi表示為了健康，仍會維持健康的

飲食習慣，及作適量運動。「我其實很

容易快樂，吃到一餐美味的食物已經會

快樂。現在工作較清閒，除了更多時間

與朋友相處，我也會自己看書、自己看

戲，然後再深思一下當中表達的訊息，

生活上遇到問題時，也懂得冷靜地思

考，心平氣和自然容易解決問題。」

以前由於工作壓力，令Sammi較情

緒化，現在卻已學懂放鬆，人也確實

更快樂了，而信教及參與慈善事業也

令她心靈十分充實。正如Sammi所說，

做人要明白甚麼才是最重要，只要懂得

取捨，壓力就不是必然，快樂也不一定

難得。希望Sammi能一直快樂下去。
Sammi的最新電影《大搜查之女》劇照。

鄭秀文蒙古之旅
2008年10月20-26日
日期  主要活動

20/10  （一） 從香港乘飛機到蒙古

21/10  （二） 上午：

  由宣明會蒙古辦事處項目工作

  人員簡介當地工作及進展

  探訪兒童羈留所
   （Identification Centre）

  下午：

  探訪兒童拘留所
   （Detention Centre）

  探訪宣明會開設的兒童拘留所
   （Ger Khuree Centre）

  晚上：

  與居住在地下水道的街童見面

22/10  （三） 探訪患有軟骨病及身體殘障或

  智障的兒童

23/10 （四） 到訪宣明會Dari-Ekh區域發展

  項目，並探訪鄭秀文助養的孩

  子Lkhagvasuren及其家庭，

  幫助他們興建蒙古包

  探訪另一個貧困家庭

24/10  （五） 到訪宣明會Amgalan 區域發展

  項目，並與助養孩子見面

  參觀幼稚園，了解營養粉

  （sprinkles）如何幫助兒童預

  防軟骨病

  參觀宣明會開辦的婦女中心，

  了解宣明會如何透過職業培

  訓，協助婦女增加收入

25/10  （六） 探訪宣明會「光明之家」兒童

  中心與“Children of the Blue

   Sky”兒童合唱團見面及欣賞

  表演

26/10  （日） 從蒙古乘飛機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