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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回到家的第二天了，回想起在南充和

大家一起奋斗的日子，还是充满了开心与幸

福。作为一个后加入项目组的人，真的非常

荣幸可以参与到这次活动中来，能与这样一

群志同道合又可爱可敬的人一起，为我们农

村的水安全教育普及贡献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我想

几天几月几年以后，这样一份特别的经历也一定会让

我笑着回忆那段珍贵的时光。 

    南充五天时间不长不短，现在想想好像没做什

么，却也每天在疲惫中度过了。负责接站的那天虽然

出了些岔子，但是见到香港的老师们真的是亲切，每

个人都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一边还说着“辛苦辛苦”，

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不仅没有语言沟通的障碍，还

这么平易近人好相处，看到老师们身体健康，上了些

许年纪还乐意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出来做公益的事

情，我很感动，真的希望自己老了以后也能有这样的身体折腾，更重要的是能有这份儿心意，

做一些比跳广场舞更有意义的事情哈哈哈。 

      

 

再说这个项目，香港那边无论是游泳教师

协会和万总都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想必苗姐

当时引进这个项目进三下乡的时候也肯定有担

心，担心我们能不能把它做好，虽然第一次有

很多不完美，但我们还算圆满的完成了这次实

践，希望大家在这里都能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这几天我真的收获了很多，其中很多都是学校的

教学中学习不到的，实践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

哈哈。这次活动算是一次真正的实践，从开会立项到

实地考察，从统筹安排再到真正开始训练，每一个环

节都是实战，容不得一点差错的。真正带队训练的三

天也很不容易，顶着大太阳片刻不离的配在孩子们身

边两小时，一丁点不听话不舒服都要留意的到，尤其

是孩子们在最活泼的年纪，管理起来确实很难，但我

觉得无论是带队还是做事，认真负责最重要，其次就

是要保持真诚。香港的老师们每天都要开会总结，大

部分时间比我们都要认真严谨，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年

轻人学习。同样他们也真诚待人，不管我们安排的怎

样都不责怪我们，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让我也能和我的孩子们一样像朋友一样相处。做公

益尤其是这样，可能最开始只是一群人的一厢情愿，做的起来靠的就是他们的一腔热血，为

了自己喜欢的事儿付出努力却不抱怨，这是真诚和热爱的力量。这次活动真的让我觉得我也



有这样的力量，我也能靠着这样一股力量积极面对今后的生活和学习工作，希望自己永远不

要忘记这样的激情，不要丢掉这样的感觉与能力。 

    在最后一天颁奖礼结束后，万总打趣我们为什么都不哭呢，一看就是投入的不够哈哈，

我回他说，“我觉得高兴大过于悲伤了”，没想到芹子过一会儿就哭了出来。他们每个人都比

我付出的多，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珍惜这段时光，都对大家有很多不舍，而我这样一个情绪

容易泛滥的人居然破天荒没有崩溃，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有下次，我们还会见

面。我想凭着我的热爱一直陪着这个项目走下去，可能下次我们这帮人不会完全聚在一起，

但是无论我们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次难得的战友情谊，不会忘记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天里

完完全全奉献自己的这份心意，不会忘记我们这几天和老师们一起付出的努力，不会忘记我

们究竟在做的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临行前一个晚上万总提到公益的支点作用，这个新奇的说法让我很震惊，也让我更感

受到自己的责任，像他们一样，他们做了支点，让南充的这所小学意识到水安全教育的重要，

后续还会配合我们开展自己的活动，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不定还会慢慢带动南充整个

市甚至川内对这件事的重视。我现在充满了期待，想着什么时候我也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支

点，也有撬动整个地球的力量，也和更多有志向的小伙伴们一起发光发热。 

    人在深夜果然容易情绪激动哈哈，当我敲完这篇感想，希望明天一觉醒来，我还和朱

老师袁老师李老师所有老师万总小龙苗姐芹子那群可爱的人在一起，但是时光一点点流逝，

我还是期望自己不要忘记今晚总结时的感动，继续不忘初心做下去，这样来的更快更实际。   

    我爱你们，这五天一起奋斗过的人。感谢我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进来，认识你们❤。 

 

                                                               王茜 2018.7.15

夜 

 



三下乡感想 

袁楚雯 

2018 年 7 月 15 日 

从一开始参与这个项目，其实只当它是个三下乡教师项目，大概是比学生项目更认真一

些的吧，而且团队里很多本专业的同学互相都挺熟悉的，能一起做项目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准备，每周开一次会议，完成各自负责工作部分，由于计划不停

改变，大家开玩笑说每周开会都有新发现，就算是在考试月期间我们项目组的每周例会也没

有断过。 

我们提前两天到南充进行物资清点安装泳池，前两天是真的非常累了，每天都是累到不

想说话走不动路回到酒店，但看见搭好的泳池时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教学开始之后，在第一

天的磨合以后每天的工作都进入正轨，和自己组的孩子们相处，听他们叽叽喳喳地叫老师好，

觉得也没有那么累了。尤其感谢的是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老师们，他们真的非常辛苦，每天

在太阳下晒着，扯着嗓子上课，很多老师第二天嗓子都哑了，他们还很心疼学生在烈日下晒

着中暑，专门请校方整理了一件音乐教室作为陆上教学场地。经常觉得自己站在那里很累的

时候，看到更加辛苦的老师们都会有些羞愧，他们为了水安全推广工作放弃自己休息时间来

到条件不好的农村，再次向老师们致敬，辛苦了！还要谢谢小龙哥和苗姐，小龙哥本来只是

来帮我们安装泳池，后来变成我们大哥帮了我们太多。以及一起并肩奋斗的伙伴们，感谢没

当面说出口但都在心里。 

最后一天考核的时候，看见所有的孩子在三天的时间内都能好好的掌握游泳和自救知

识，想起他们在一开始告诉我以前很怕水根本不会游泳，心里有很大感触，觉得自己确实是

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庆幸自己能有这次机会参与到“水安全”计划项目！谢谢所有人！ 

 



水安全计划（四川）活动感想 

恍惚之间，水安全计划（四川）活动就这么结束了，总感觉不太

真实。今年三月份开始，从一个人的摸索到一个团队的协力工作，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逐渐成长。 

当最初在邓老师处了解到“水安全计划”时，就感觉这项活动与

自己的公益目标十分契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也是自己大学以来接

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大型公益活动。于是便主动参与当中，担任学生团

队队长，在邓老师的指导下，逐渐开始对整个活动进行构思与部署。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印象比较深刻有两点，一是实践地点的选择，

二是关于赞助公司外联工作的开展。关于实践地点选择，我从四川省

的河流分布入手，同时考虑了与成都的距离问题，又根据以往的溺亡

数据资料分析，最终选择被嘉陵江穿市而过的南充市，在层层筛选之

后选择了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在选择实践地点的过程当中，由于

经验不足，我先后尝试联系了南充市团委、南充市嘉陵区青年志愿者

协会等社会团体，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最后在身边的同学的帮助下，

终于联系到高坪区实验小学的校长，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关于赞助公司外联工作的开展，在当初赞助公司的选择范围问题

上，由于我自己的格局理念扎深于学生层面，于是产生了很多疑虑。

与邓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我逐渐从学生身份中跳出来，视野开阔了许

多，于是开始与部分公益慈善基金会及其他行业的赞助公司沟通交

流。 

除了以上两点，还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例如学生团队每周一

晚上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工作安排日常会议，已经成为一种默契；认



识了健谈爽朗阳光的龙哥，认识到不一样的邓老师等等。虽说最后由

于个人原因，在最后实践的时候没办法到现场，但是了解到活动顺利

进行，就很开心和欣慰。 

这次水安全计划活动，我不仅仅得到了组织安排大型公益活动的

经验，加深了和队友之间的默契，认识了新的朋友，也是对自己本科

阶段志愿公益活动做一个结尾，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很感谢邓

老师给予我这次机会接触到水安全计划，希望水安全计划能越做越

好，也希望“西南财经大学经数水安全计划”项目组能够越走越远。 

 

 

       赵洋 

2018年 7月 15日 



 

与以往参加的三下乡不同，这一次我们从前期的准备开始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和安

排，尽管在出发前就已经做好了辛苦工作的准备，但从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就开启了一趟

不平凡的实践生活。 

从一开始搭建泳池的手忙脚乱、与香港老师见面的紧张到最后拆卸泳池的麻利与井井有

条、与所有老师打成一片，我们在这 7 天的时间里经历到了从未有过的珍贵体验。香港老师

们都是有着多年教学的经验，对时间和教学质量的把控都相当的有序与严格，帮助着我们一

块完成泳池设施的摆放，在这几天的相处中又能发现他们就像是一群可爱的大朋友，能将教

学的严格和私下的活泼结合起来，还会包容我们一些小小的过失，帮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

并且建立一个和谐融洽的团体。 

无疑，我与另一名同学所负责的第二组同学在三个组中是最活泼跳跃的，在第一天的训

练中我们毫无经验，总是想着帮老师一块招呼纪律，不断的催促他们，但却没有得到好的预

期的效果，反而自己变得不耐烦，还打断了老师的教学进度，但是尽管如此，老师还是会温

柔的与我们沟通，教会我们更有效的解决问题并且能更有耐心的与他们交流。 

在过去的七天里，作为西财团队的一员，从前不熟悉不了解的我们成为了亲密要好的伙

伴，这一次不平凡的经历也让我迅速的成长，甚至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与进更多的公益活动

中，让这些不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次三下乡的活动，而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

那些小朋友，在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都送上一份珍贵的礼物。 

 



三下乡感想 

在离开南充的火车上，我还感觉耳边环绕着孩子们的声音。然而场景已经变

化，这次水安全计划项目已基本告一段落，离开这里的我，也许再也不会来到这

个地方。但是，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会成为我青春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当第一天，我们风尘仆仆来到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惊喜抑或是意

外。一切都很平常，正如我想象中的三下乡，纵然有几分乡土之气，但也不至于

无法忍受。当时的我以为这只是我人生中的普通一程。但是，我忽略了相聚的魅

力，哪怕只有几天的缘分，一起的齐心协力，也会成为一段不舍的回忆。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人。有一起在烈日下来回搬运泳池的西财小伙伴们，

有一直帮助我们的龙哥，有一腔热血致力于水安全的香港游泳协会的老师们，有

温柔漂亮随时关心我们的指导老师，还有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或许这段

记忆之所以美好，之所以觉得这缘分那么值得珍惜，只因为大家的齐心协力与志

同道合。 

这次三下乡，大家的目的都是很单纯的，我们就是来做公益的，为了中国水

安全，为了减少儿童溺亡人数。正因为大家的目的一致，也就自然很容易形成融

洽的关系，难忘的记忆。 

我对这里的孩子们的印象

是很深刻的，他们极为活泼，

我也很快和他们打成了一片。

当我第一天询问他们以前有没

有游过泳，他们回答我说，在

嘉陵江里游过之时，我是震惊

的。在我的认知里，在江河里

游泳的举动，只属于我们的祖

辈，抑或说只存在于我们的故

事里。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

想过，在当今社会，居然还有

那么多孩子在江河中戏水玩

乐，我也突然明白，每年那么

多溺亡人数从何而来。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我不是来玩的，这也不应

该是一个形式上的三下乡，或许我们正在做一件有意见的事情。 

其实，这些孩子是相当可爱的。在我们相处的短短三天里，他们向我抱怨过

水太凉，太阳太晒，等待时间太长。他们有过吵吵闹闹，嬉戏打骂，曾闹得我烦

不胜烦。但是，他们是知道学会游泳，了解水安全的重要性的。哪怕呛水，他们

仍会继续向前游；哪怕晒伤，他们第二天仍会来。他们会撒娇叫我李老师，他们

会关心我帮我拿东西。分别之时，他们一个个把我围住，我才发现，我居然记下

了他们所有人的名字。我很珍惜这段记忆，我也希望我们的这段缘分能够真真正

正得减少他们溺水的可能性。 

和众多香港老师还有万总的交流，于我来说，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

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实现

自己的情怀。与他们的聊天，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公益，也让我了解了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还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一周时间真的很短，只是我人生中短短的一页，但它同样又是我生命中重重

一笔，给我内心深处带来了许多回忆。 

李雨霏 

2018年 7月 15 日星期日 



此次南充三下乡，首先要感谢苗姐，也就是邓育苗老师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

们也是从很早，三月份就准备这个事，包括选址，教练团队确定，赞助拉取。我从一开始也

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但后来因为自己的一些事情怕与此时冲突，临时退出此团队名单。但

确定自己可以参加此次活动时，毫不犹豫地与负责人联系，确定自己可以自费参加此次活动。

自己也是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这次三下乡活动与以往的都不同，这一次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

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付出。由于我们第一次在四川省进行这样的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

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我们通过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将这个

活动最终完满落幕。 

事实证明，我们对于这次活动的付出，是完全有必要的，它产生的影响力和正外部性是

我们的所未预期到的。结束时，看到孩子们和家长脸上的笑容，也使我们热泪盈眶。 

我们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只做这一次，水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我们必须通过

长期的努力，长期这样的教育才能大范围解决的。所以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根据这第一次的

经验，这第一次的挫折，在这基础之上，继续总结经验，在以后的活动中，更加使之完善，

争取让每个孩子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小结南充之行 

每一次带着目的的出发，相信归来时总会收获良多，南充三下乡之行也是如此。 

 

实践让我学会继续坚持。 

从参加这个活动说起，就是我继续学习坚持的开始。7 月 8 日去南充的那一天，无意间

在车上和苗姐聊起了参加的初衷，或许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有曾经遥想过的痕迹。小时候

想象的志愿活动，简单得就像路过马路旁将自己买冰棍的一块钱放进乞人的食盒一样。后来

渐渐长大了，明白了好多的身不由己和心有余力不足，在深深记得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同时却仍然只能授人以鱼，甚至连鱼都给不起。于是，不止一次的，我觉得自己从小豪情壮

志说要帮助别人的这个梦想离得越来越远了。我也每个假期都参加志愿活动，但每参加一次，

就增加一点自己的怯弱。见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却没办法帮助那么多的人，越发的认识到自

己能力的不足，所以很努力的成长，希望自己还不是个超人是因为还没有长大，但也时时刻

刻催促着自己，希望明天，就能变成能帮助所有人的超人。 

这个活动项目从 5 月中旬开始到 7 月中旬结束，我们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准备，就为了

实践的这 5 天。有一天晚上开会听了很多一直没有找到的问题答案。万总告诉我们“公益只

是一个支点”、“没有结果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似乎那一瞬间，我把参加过的志愿活动场

景都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有赠送学习用品给留守儿童时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有看望空巢

老人时抚摸过我手背的温热且粗糙、还布满岁月痕迹的老手，每次经历着这些的时候，我都

会忍不住想要哭出来，一瞬间觉得自己如果再强大一点，或许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但现在，



我忽然觉得这点稍有欠缺的帮助就是种很好的选择。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们感受到了实

在的温暖，这个起点就是我们做公益的支点，我应该相信，那双眼睛在看书的时候会比以前

更加的努力认真，那个老人在孤单的时候想起我们也会莞尔不那么孤单。所以我曾有的坚持

在这一次、这一刻又加强了一些，我们所有的坚持，都会以或大或小的结果来诠释它的意义，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坚持的梦想。 

合作让我学会严谨和完善。 

从见香港老师的那一刻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做事的严谨认真；做人

的大气使然都是我深深渴望学习的品质。读诗时会想象的悲天悯人的诗人家国情怀在他们身

上毫无违和感的体现了出来，不需要强调，也不需要外物修饰，从陈会长说话时微扬的太极

式的手臂，从谭老师风趣年轻的谈笑之间，从朱老师颔首示意的微微一笑，从陈老师轻拍肩

膀的指点，袁老师问候的轻柔眼神，蔡老师挽手的散步聊天......他们都是这样让人觉得亲近

的人，似乎一瞬间也就忘了我们是才见面的一群陌生人。只记得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似是百宝

书，以前曾在文字中看到的那些品质，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隐隐的又看了一遍遍。 

还有活泼健谈的龙哥，可爱的苗姐和溜溜小朋友、我们的一群小伙伴，我们看着活动从

准备到逐渐成型，我们的活动策划从一页纸提纲到完整的活动计划书。这一路的一步一步，

没有每个步子都留下脚印，甚至有的路口走错了，有的路段走了弯路，但我们真正在漏洞百

出中捧起这个活动的开始时，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我们在努力完善，努力进步，所以这一

切，很值得！ 

一起努力的每一天让我学会一群人一起辛苦的幸福。 

有人说我们最希望忘记的辛苦艰难是最难以忘记的，我认同这句话，也坚信这是真的。

每一次的辛苦艰难有多累，一起加油努力的人就有多难忘，一起创造的成功就有多幸福。说

长不长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群人相互分工合作，不管是困难还是失败，都没有过多的消极

情绪存在，而是大家相互的鼓励和帮助，反思和进步。小到住宿的房间安排，大到学生的安

全问题，在大家的协商下，在老师的指点下，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 

还有我们的积极乐观，早早起来就开始开心认真的讨论早餐，分析分析哪家的包子更香，

哪家的粉条更软，老师们喜欢吃什么，哪家的性价比更高；忙了一天下来，仍然不忘偷闲吃

碗冰粉或吃根冰条，再美美的和大家打趣笑一笑，然后一群人嘻嘻哈哈收拾完场地，映着路

灯下的影子又笑闹着回去了。每一天是又热又晒，但每一天总觉得快乐多于艰辛，收获多于

付出，每一天都很满足呢！ 

陈会长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大家在宾馆的楼下开始合照起来，时而有人催促我们可以回

去休息啦。但那时，我猜大家虽然嘴上都没说，但心里隐隐已经感受到分别的气息了吧！我



们都来来回回在踱步，似乎谁都不愿意第一个掀开离开的帷幕，最后大家似乎达成了一致，

手挽着手一起上楼去了。快乐的时光总是显得很短暂，我们一群人一起辛苦也一起幸福，每

一次一群人的努力都显得格外有意义，特别是大家有同样的心情，所以有点累也很快就因为

开心而忘记了。 

这次活动结束了，但我相信大家都并没有在此画上那个句号，我们还有总结反思，还有

想象后续开展，甚至想象下一次活动要如何像“恤孤”倡导的那样“将好事做好”，我们坚

信，这份热心公益的激情会一直和我们一起永远在路上！感谢做得如此好的人们陪我们一起

努力，也感谢做得不够好的人们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让我们去把事做得更好！ 

2018.7.15 

罗敏（Lily） 

 

 



“中国农村水安全推广计划”活动感想 

我们常说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让人踹不过气来，实际上是自己逼迫着融入一个高

压的功利社会中，每天追求着金钱和利益。起初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做好实践项目、挣

够学分、评奖评优，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这些繁琐的工作。可当教学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发现

区别于以前学校暑期“三下乡”项目的轻松敷衍，这次的工作苦干忙碌而又充实。 

起初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在统筹的指挥下完成的，从选址到考察再到协议合同，经历了一

波三折最终活动还是得以顺利进行。看着小学生们慢慢从怕水到较熟练掌握技巧、从懵懂的

学习自救技巧到默契配合、从害羞胆怯遮遮掩掩到结营仪式上离别不舍的真情流露，他们天

真无邪的感情让人觉得这一切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都是有所回报的。 

当初分配到更衣室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忙碌烦躁的思想准备，毕竟面对的是一群快

要步入青春期而且活泼热闹的小朋友，第一天就不断跟他们强调不要忘记拿自己的东西、不

要害羞拘谨、不要取掉帽子扔一边，一遍遍的叮嘱着操心着，慢慢的也就磨出了耐心也产生

了依赖感情。 

其实让我最有感触的不是这简单枯燥的更衣室工作，而是和香港老师、卓逸万总的交流

接触。我曾任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参与过不少公益活动，可那时候更多的是通过做公

益让自己放慢功利生活的节奏，给自己充实感和满足感。这次的经历不同，我感受到了这样

一群人对水安全计划推广的决心和毅力，传播水安全知识提高安全警惕，着力解决当地溺水

死亡人数居高的现状。这便是此次活动学到的第一课，把公益践行下去需要的是实干精神，

带去最需要的温暖和帮助。把公益活动当成一个支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扶持，才应该

是公益的初衷，而不是做永远的救世主，在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无条件的支持。学会的第二

课便是换位思考。在我前期屡次和校方交流欠佳之时，老师们总是安慰道要学会换位思考，

假如能设身处地考虑校方面对教育局、面对学生家长、面对学生的艰难处境，就会理解他们

各种协议合同的目的所在，也会佩服校长接受水安全计划首次推广到内陆的勇气。 

总的来说是不虚此行的，优秀的团队、默契的配合、成功的活动，都让人感触颇深。最

重要的就是他们做公益的态度，我想会让我受益终生的。 

                                                         2018.7.15 

                                                          闫玮芹 

 



不知不觉一个星期，仿佛昨日才带着行李入住龙门酒店，一起搭起泳池，一

起烧烤啤酒…想记住你们的笑颜，离开南充的第二天，想你们。 

缘，妙不可言，这段缘从组建团队到项目开展然后认识龙哥，之后同香港的

老师们相遇，虽纸上策划明明白白，但终是相遇最难得。成都车站，原来眼前壮

实的广东老大哥就是龙哥，健谈，爽朗，阳光，黝黑的皮肤下闪动的是激昂的活

力，作为先锋部队唯一的男生，我与他，第一眼相视无言，唯有苦笑，搭泳池我

是跑不脱了…第二天印象深刻，安排妥当后便开始搭建泳池，在龙哥的带领下，

我们经过数个小时的奋斗最终完成，平坦的篮球场上架起一方天地！ 

怀着忐忑的心情与老师们初次见面，担心语言不通于是酝酿着蹩脚英语，和

蔼，可爱，这是我对老师们的第一印象，所幸并没用到英语。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一次让我遇到那么多，从第一次会议到三天之后的训练，最幸福莫过于用相

机记录下老师们对孩子真诚、毫无保留的执教。我想，可能对他们来说做公益完

全就事说做就做，他们是真的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如此越活越年轻，年轻不能常

驻，而一直拥有年轻的心却难能可贵，我觉得他们都是可爱的人儿，可爱得令我

向往、尊敬。 

可爱的不只有老师，还有我们整个团队。七天南充行，我们把汗水付于公益，

把行动付于实践，晚上一两点睡早上六七点起的日子，虽觉得疲惫，但却格外充

实和欢乐，因为有可爱的大家啊！溜哥小可爱人见人爱，一个人总能找到乐子，

苗姐每日一问“我的儿子呢？”总是把我们问住。昨日有 uno、K 歌，今日有烧

烤啤酒，还有难忘的大保健，虽是平日经常相见的同学，但一同付出努力和汗水，

让我们能够分享欢乐和甘苦。多年后可能还会想起一起搭起来和拆掉的泳池还有

甄甄和玮芹泳池的十年之约，还有大保健与这个泳池里的夏天。 

真的很感谢各位，此行不负大家一起付出的努力！相遇即是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