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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联系
所有的学生和孩子，以及今天与我们在一起的工作人
员，很少有人真的遇见或是看见过雷神父。
大家都听过他的事迹，并在日常的祷告中感谢他，
他的肖像挂在
了许多的建筑
上，但是我们
中的很多人在
他还在世的时
候甚至还没有
出生。尽管如
此，来到我们
办公室，或是
发送电子邮件
说想帮助雷神
父的工作的人
数还是令我惊
讶。
每年我们接待
来自世界各地
的想要了解我们工作的来访者，也同样接待许多希望
与我们一同工作的外国志愿者们。
我曾经去雷神父的办公室，为了告诉他新加坡军队的
到来并带来了一卡车的捐款。
神父走了出来见了士兵，与他们所有人握手，并询问
领队他们以前是否遇见过对方。他得到的答案是否定
的，所以雷神父便问所有的士兵，他们是否曾经见过
面，答案还是否定的。然后他问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奇
怪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你从来没有
来过这里，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从新
加坡开来这辆装满捐赠物资的卡车？”
我发现自己现在有时也向访客们询问同样的问题。他
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们？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问
题，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想帮助我们的孩子和
学生。

我想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最近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新志愿者。
这是她第一次走出美国，所以她和她的妈妈
以及祖母一起来到芭堤雅，而她的祖母刚好
是雷神父的妹妹
Sharron。
当雷神父去世
时，Haley只有四
岁，但多年来，
她从她的母亲，
她的四个阿姨，
当然还有她的祖
母那里听到了许
多关于雷神父的
故事。
我们希望Haley
作为雷神父十二
个侄孙女和侄孙
子中最年长的一
位，能鼓励她的表兄弟和兄弟姐妹们继续雷
神父的事业。

更新
我在12月的新闻中说过，在我们主大门外
面八车道高速公路上方的方便残疾人行走
的大桥将无法建成。
不过，就在我们发布消息后，也就是12月
末，我们被告知大桥项目将于今年4月启
动。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么惊喜！然而我又
在2月份初的消息中读到，这个项目又被推
迟，7月以前无法启动。我并不屏息期待工
程马上开工，但是看起来它很可能发生。
总会在某一天开工的，希望是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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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可以有太多派
对吗？
新年快乐!我希望这个祝福不会
太晚，我想告诉你们一些关于芭
堤雅节日的事情。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总是在新闻

3月版中回忆圣诞节活动，这似
乎总是太晚，但刚刚过去的圣诞
节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
我并没有抱怨，但我只是一个普
通人，我的精力只允许我一次只
在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派对。
这一切都从圣诞前夜的早上即24
日在残疾人职业学校分发礼物开
始。幸运的是，学校与日托中心
在同一个建筑群，他们在同一时
间举行了自己的聚会，所以我奔
走于两者之间，试图在圣诞老人
到来时见到他。
想象一下七十多个幼儿，大概
两、三岁左右的样子，虽然他们
都曾看到过圣诞老人的照片，但
实际上，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亲
眼见过圣诞老人的样子。当圣诞
老人到来时，有些孩子并不相信
他们的眼睛，有的孩子不知道要
做什么：老师们告诉我们要去拥
抱这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大白人，
我们应该听老师的，还是按我们
所想要的跑开并尖叫呢？许多孩
子选择后者，但是他们很快就习
惯了圣诞老人的样子。
然后，我骑着我的摩托车，骑了
11公里到达儿童村，带着一个

非常大的包包，这个包包里面
有六十个巧克力甜甜圈，我把
这个包包挂在摩托车的一个把
手上，这并不是非常轻松的旅
程。
当我到达村庄时，碰巧冰激凌
也到了，我们有一个甜甜圈和
冰淇淋派对，搭配着巧克力、
草莓、太妃糖酱和巧克力片。
孩子们的母亲很高兴，因为孩
子们吃了这么多的食物，就不
需要她们做午饭了。但她们同
时不得不做一个额外的任务，
那就是洗衣服，因为孩子们吃
东西时弄脏了衣服，不只是有
一点点脏，也不只是几滴融化
的冰淇
淋滴落
在T恤
上，我
的意思
是他们
像泥娃
娃 一
样！
在24日
晚上，
孩子们
和学生
们坐满了6辆汽车，一起拜访了
芭堤雅周围的大酒店并在酒店
里为人们唱圣诞颂歌。

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总
是听到其他宗教的人试图阻止人
们庆祝圣诞节。所以现在你必须
说假日快乐，而不是圣诞快乐，
只是为了防止干扰其他宗教。那
我的问题是，职业学校圣诞节合
唱团中唱得最响亮的三个年轻女
士是来自
什么宗教
呢？穆斯
林？你猜
对了！
大多数泰
国人是佛
教徒，第
二大群体
是 穆 斯
林，但每
个 人 都
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没有任何一
个宗教中规定，你不允许唱Jingle Bells 和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这些圣诞歌，我们的合
唱团的歌声在今年比前几年更加
响亮，这要感谢我们那三位穆斯
林女士。
圣诞节早上，即25日，我在日托
中心和孩子们一起吃早餐。
他们想在早餐的时候吃水果，所
以他们得到了菠萝，西瓜，哈密
瓜，蓝莓。为了让他们更开心，
他们还得到了一些草莓。你相信
一些孩子从来没有尝过草莓吗？
除了水果之外，还有几罐巧克力
饼干挂在
圣 诞 树
上！
这是这些
孩子们第
一次庆祝
圣诞节；
他们之前
从来没有
庆祝过，
也从来没
有收到过
圣诞礼物
和草莓早
餐！

we never turn a needy child away

我刚吃完早饭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午饭是我们的
赞助商之一出资，我们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去到当
地的一个海鲜餐厅。桌子摆得很漂亮，然后开始一
直上菜，没停下来过。有辣大虾汤，螃蟹炒饭，
烤鸭子，一整个的油炸鱼，越南卷，最后是水果拼
盘，吃完这些之后，孩子们再也吃不下去了。

热，些许微风让一切都很凉爽。
我们唱歌、玩游戏，然后下雨了。那并不是一场小
雨，而是倾盆大雨。
通常每年的这个时候不会下雨，起码芭提雅不会。
起初没有人相信真的下雨了。然后每个人都开始忙
起来。大一点
的男孩扛起烧
烤架子，地上
所有的垫子都
被卷了起来，
小一点的孩子
们拿起所有的
食品和礼物，
五层的生日和
新年蛋糕（是的，有五层）被非常小心地抬起，在
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就都去躲雨了。

雨下了整整一个小时，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乐在其
中，虽然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当我们搬来了甜甜
用餐完毕后我们举行了一场抽奖活动，每一个学 圈，打开了箱子，才发现箱子里并不都是巧克力甜
生，无论是孩子还是青少年还
甜圈！这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巧克力甜甜圈给所有想
是大学生，都获得了奖品。
要巧克力甜甜圈的人，因此我们疯狂地争抢有巧克
力的甜甜圈。这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
个问题当然不会
尽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毁了这个美好的
冲了一杯茶，看了会儿报纸就
夜晚。
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
来。
大家2017年新年
快乐！
12月26日是节礼日，这天晚
上，所有项目的孩子们和学生
们聚在一起，和教职工们一起
参加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一千多个人坐下来一起 我们祝大家2017年新年快乐，但在泰国，我
吃饭，欣赏孩子们的表 们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总共有三次，是的，三
演，在这个圣诞节，聚
次。
餐和表演都很克制，以
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一起庆祝12月31
此悼念十月过世的普密
日，几个星期后，我们将庆祝中国新年，然后
蓬国王。
是泰国新年，或叫它宋干节，在4月中旬。
但你无法让一千来个孩 四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为了让大家在泰国
子安静很久，像往常一 新年期间感受凉爽，整个国家的人民都会相互
样，他们弄出的声响越 泼水。
来越大，但正如我们所知，孩子们度过了一段美好 眼见为实，你一定要来看看！
的时光。

我们度过了一
段安静的日
子，直到新年
前一夜，我在
儿童之家参加
烧烤活动。那
是一个可爱的
夜晚，不太

你知道吗？
我最近才发现了这件事，雷神父在迈克尔•杰克
逊的一个视频中出现。Man in the Mirror是一首
发表在他1997年的专辑Bad 中的一首歌。观看
视频时，你会看到一个圣诞老人，嗯，实际上
那是雷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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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的威力
多年来，我们一直努力变得更加
自给自足，以此方式来降低我们
的成本，努力自助。
我 们 建
了
鸡
舍 ， 猪
圈 ， 鱼
塘 ， 我
们 甚 至
饲 养 青
蛙 在 市
场 上 出
售 。 我
们 大 约
有200颗
酸橙树开花结果，还有香蕉、番
石榴和木瓜树，我们的蘑菇房几
乎每天都供给食物。
我们甚至还生产自己的对环境无
污染的清洁洗涤剂。最近我们刚
刚完成一个项目，每年能够节省
少则几
十万、
多则数
百万泰
铢。

一年过去了
1月28日像其他普通的日子一样
过了，但其实它是雷神父基金特
殊需要儿童中心正式开放的一周
年纪念日。
去年，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欢迎
诗琳通公主殿下来到并正式宣布
新大楼的开放。
从那时起发生了很多事情。孩子
们正在接受教育，青少年在他们
能理解的水平上学习，幼儿正在
学习走路、阅读和写作，他们在
一个地方，那里教师和治疗师能
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
么，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每天早上，我都会看着几个年纪

我们的
一个支
持者决
定卖掉
自己的
船，并
答应将
售船所
得的一部分资金捐助给我们。然
而，他不会给我们现金，而是从
一个中国公司购买了700块太阳
能电池板。在电池板抵达芭提雅
的那天，他还安排了一个专业的
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员从法国飞到
芭提雅，在过去的七个月，安装
员都一直在我们三个建筑物的屋
较大的男孩去咖啡馆和餐馆工
顶上安装电池板。
作，晚上他们回家和朋友一起踢
足球，吃晚饭。
据估计，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有
我承认，当建立这个中心的想法
二十五年，每年我们将节省约
第一次提出时，我并不是100%
130万泰铢，所有这些节省下来
赞成，但现在我认为这是雷神父
的钱都可以用在孩子们和学生们
基金会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身上。

这篇新闻的作者是我，德里克·
富兰克林，一个曾连续在这里服
务了6个月的志愿者。
16年过去了，我现在在基金会负
责募捐和公关工作。
我希望你喜欢这篇关于我们的孩
子们和学们的文章,如果你对这
篇新闻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请
给我来信，来信请至derek@frray.org。
谢谢你帮助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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