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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近日在洛陽市洛寧縣福利院見到
了正在與香港進行遠程視頻會議的
蔡克穎。他年過 50，卻依然充滿活力。
他稱，這也許是經常和孩子們在一起受
到感染，有一顆時常快樂的童心的原
因。

陽這個古都情有獨鍾。」蔡克穎說，在
和福利院方面順利達成協議後，他們就
就
啟動了「再生父母之寄養計劃」，在洛
洛
陽市範圍內給孤殘兒童找一個「爸
爸」、「媽媽」，使這些小生命能感受
到家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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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出生於香港的蔡克穎，17 歲時
留學加拿大，1993 年放棄加拿大高薪工
作回港，2000 年創辦了主流夢工場慈善
基金會，2003年扎根內地做慈善。
「『主流夢工場基金會』的宗旨是讓
夢想成真，讓孩子們回到爸爸媽媽懷抱的
夢想成真。」蔡克穎稱，1993年他在加拿
大多倫多一家地產公司做企業顧問，一次
家庭聚會上和姐姐蔡懿慧聊起到福利院看
望孤殘兒童的問題。作為虔誠的基督徒，
他們特別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這些
寶貝找到家的溫暖。直到 2000 年，覺得
時機成熟的姐弟倆先後放棄各自的事業回
到香港，註冊成立主流夢工場基金會，
蔡懿慧任總裁，蔡克穎任董事，正式踏
上救助孤殘兒童之路。
恰在此時，民政部要求全國各地的兒
童福利機構試行孤殘兒童家庭寄養制度
改革。2003 年，在朋友的推薦下，蔡克
穎來到了洛陽市兒童福利院。「都說了
解中國的歷史就要來洛陽，可能是對洛

蔡克穎介紹稱，由於寄養計劃針對的
都是殘疾兒童，所以寄養的家庭中夫妻
妻
最多只能有兩個孩子，而且自己的孩子
子
已經長大，不需要家長繼續照顧；寄養
養
家庭的經濟狀況要好一點，必須有一個
家長能夠全天照顧孩子，慈善基金會每
每
月給每個家庭300元補助，並定期家訪；
還會定期邀請國外專業人士對寄養家庭
庭
的家長們進行專業培訓，以求讓孩子們
有一個溫暖的家庭生活環境。
洛陽市李樓鄉三官廟村 67 歲的劉珍，
就擔任了 8 年的寄養媽媽，先後讓 4 名福
利院殘障兒童感受到家庭溫暖，並自製
夾板糾正兩個患有先天「馬蹄內翻足」
腳形的孩子學會走路。劉珍告訴記者，
每個月都會領取慈善基金會的補助，但
錢都是小事，這些孩子是他們家的開心
果，只要她身體好，還有力氣撫養孩
子，她一定會堅持下去，並和蔡克穎先
生一樣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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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來自受助兒童越變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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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孩子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而孩子們
帶給他的正能量也讓他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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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過去一直逃避媒體，只想默默地去
做事，但是避到一定程度，才發現讓更
多的人知道這件事情，才能喚起社會上
一些團體來獻愛心。一個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就不可限量，所
以他呼籲社會上更多的人加入到他們的
救助兒童團隊中。

蹲路口 學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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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這十幾年變化太大了，2003 年來
的時候，看到整個城市是 6 層樓的高度，
但現在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蔡克穎稱，
尤其是交通的變化。以前，從洛陽市區到
洛寧縣城需 2 小時車程，現在走高速半小
時就可以到達。由於香港和內地的交通規
則不一樣，蔡克穎剛到內地時，學習內地
交通規則的方法就是蹲在路口觀察情況。

「在國外，如果左轉的話，必須要等到
直行的車輛全部走完才可以。但是在內
地，十字路口會有一個左轉待轉區，剛開
始的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走，就在路邊觀
察，哪個司機被交警抓到了，我就知道不
能犯這樣的錯誤，應該怎麼走。」蔡克穎
說，雖然現在還是「路癡」，但他已經懂
得了一些內地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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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克穎說，他來到內地學會的交通工具
是農村特別普遍的三輪電單車，既方便又
實用，他們的寄養計劃中會給每個寄養家
庭贈送一輛三輪電單車。「剛開始見到這
個工具覺得很不安全，他就先自己踩上去
帶着兒子和我媽媽跑了一圈，覺得很方便
才送給他們。」蔡太太說。

籲兩地加強溝通 減少交流障礙

也許 是 在 內 地 工 作 、 生 活 的 時 間 長
了，蔡克穎稱起初並不知道「佔中」是
什麽意思，上網搜尋和詢問身邊的朋友
後才明白，他稱此為損人不利己。對一
些內地人到香港後發生的矛盾，他稱這
也是被放大了，任何不良的行為都會受
到譴責，不論什麼人，這是大家都要遵

守的社會公德。
蔡克穎將香港比喻為一個從小就遺
失的孩子，長大後回到母親身邊，和
其他兄弟姐妹難免會有意見不合的時
候，也會鬧情緒。但問題的關鍵是溝
通太少，所以他也希望兩地能加強心
靈上的溝通，減少交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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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些追求名利的人來說，公益就
是一把雙刃劍。而對於蔡克穎來說，做
公益似乎是內心散發出來的能力。十幾
年堅持做一件事情的他稱，動力就是看
到那些被救助的兒童每天的改變。而對
那些對自己的工作產生懷疑的人，蔡克
穎說，「一個人沒辦法將整個世界都攥
在手心，我所服侍的就是這些下一代
們。我只是力所能及，盡自己的力量去
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從初步接觸的陌生，到現在能有信心
攜全家移居河南，蔡克穎稱就是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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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蔡克穎的慈善路上一分一秒
地過去。2006 年，已過不惑之年的蔡
克穎還是孑身一人。在朋友的介紹
下，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Angel。為了
讓Angel更了解自己，蔡克穎將她從香
港帶到洛陽視察自己的工作，正是這
次「洛陽行」讓他們步入了婚姻的殿
堂。2009 年，蔡克穎更是帶着全家移
居內地，妻子也成了他的私人秘書。
「我太太叫 Angel，她不單只是英文
名字是天使，也是我的天使」蔡克穎
稱，若不是太太在背後全力支持，他

也沒辦法做到今天這種程度，今天事
業的成功是因為他背後「女人團」的
強大，太太、媽媽還有姐姐。「我的
普通話是到洛陽以後才開始學的，我
太太是從青島移居香港，普通話比我
標準，所以她現在就是我的私人秘書
了」，蔡克穎笑着說。
長期頻繁奔波於香港和洛陽，不僅
耗費精力也浪費財力，更不能專心投
入工作。2009 年，蔡克穎做出大膽決
定，攜妻子和當時 2 歲的兒子移居洛
陽。「我很贊同，因為只有我們在一

起才叫家。」Angel
稱，雖然剛到的時候
由於氣候和文化背景
的不一樣，有諸多的
不適應，比如飯菜很
辣，空氣過於乾燥，
氣管炎、感冒等經常
會有，但還是在學着
慢慢適應。他們的小
女兒比他們更適應這邊的生活，一出
生就來到了洛陽，今年已經4歲了。
移居洛陽後，蔡克穎夫婦回港的次
數開始減少，有時候回去也只是停留
一天或者半天的時間就要趕快回來。
「由於太長時間沒有回香港，整天都
在忙工作，上次回香港過境的時候，
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兒子和女兒的回
鄉證已經過期，需要重簽才能過
去。」蔡克穎說，感到回香港就和內
地人去香港辦簽證一樣，自己更像是
專注於兒童事業的內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