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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结束
    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泰国的学生庆祝了教师
节，这是一个向他们老师致敬和表示感谢的节日。
我们向芭提雅盲校的建立者和准备退休的校长告
别。

    Aurora Lee从出生就患有盲疾。在1980年早期，
她遇到了雷神父。他们两都决定为盲人和弱视力的
儿童建设一个学校。

    自从它第一次打开了大门，超过400名学生在这
里接受了教育。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以前在这里学习过的学生们
都回到学校，来向Khun Aurora表示感谢和敬意，
也包括了一个叫Bear的年轻人。 

    在2001年，是我第一次遇到Bear，他才18岁。那
时他仍然住在学校。实际上，他在不远的一个学校
上学。

    每天早上，Bear要走2公里去学校，和他视力正
常的朋友们坐在教室一起上课。他在班上的成绩通
常都是名列前茅，他也是第一个去特殊政府学校的
盲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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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Khun Aurora的鼓励下，他成功申请了法政大学
的法学院，这是泰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他成功地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了学位，现在他是泰
国盲人协会的秘书长。

    几周前，我看到他也来到了庆祝会，而且他听到
并认出了我的声音。“噢，茶包先生，很高兴再次见
到你”他说。“茶包先生”是他给我取的绰号，因为他
认为我们英国人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只喝茶。

    因为他所取得的成就，Bear在学校非常地出名。
在庆祝会结束后，他并没有赶着回去工作，而是跟
所有等他的学生耐心地交谈。

    在教师节庆祝会上，学
生很骄傲地向老师们展示
了他们自己做的花捧。
许多学生都是自己种花。
现在你也许会好奇一个盲
人如何自己种花。虽然他
们无法看到花朵的成长，
却可以感觉到并闻到花
香。

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设
计他们的花捧，但是这些
花捧做出来都很漂亮。   

Khun Aurora也许已经退
休了，但是她从来不会走
远。我们在学校的附近给
她建了一个小屋，以方便
她随时过来给我们指导。

雷神父基金会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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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芭提雅城市足球队的官方支持者，
他们队也叫做鲨鱼。他们不是芭提雅最出名或者
最好的足球队。现在他们打的都是低级别的赛
事，但是他们却拥有整个国家最好的支持者。

    这个足球队的拥有者决定把所有主场球赛获
得的收入都捐给我们。我们得到这样的捐赠和帮
助，怎么能不支持他的队伍呢！

    在每一场主场球赛，儿童之家和儿童村的孩子
们都会去到他们的球场。球员们都可以跟盲人学
校和职校的学生近距离接触。

    各种大小的鼓都是盲人学生搬动,也是由他们来
打。所有学生在学校都学习了唱歌，所以他们会
一起为我们队加油唱歌。

在最近的一个周六下午，我们都一起到了球场，
等待着比赛的开始。我们盲人学校的学生，儿童
之家和儿童村的孩子们都在正面的看台。坐在轮
椅上的学生都有秩序在边线观看。我们都看向天
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天空从明亮的蓝色转成
了乌云密布。

比赛开始的哨声吹响了不久，就开始下起雨来。
不是小雨，而是磅礴大雨。我们都去找避雨的地
方，除了那些盲人学生。他们都在兴高采烈地为
球队加油，所以并不想挪动。他们就一直都呆在
看台，听着他们的老师做比赛的讲解，而他们全
身都淋湿了，淋成了落汤鸡一般啊。没有任何的
劝阻能让他们去避雨，他们真的是足球队最忠实
的粉丝啊！

加油！鲨鱼队！

    我们简直不能相信，从雷神父离世到现在已经13
年了。我依然觉得就像昨天。在芭提雅每一年的八
月，都是“雷神父”月。

    目前大概有850个人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可以
想像，只有很少在这边的孩子和学生们能记得雷神
父。

    2003年，我很多的同事都不在这边工作了，但是
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学生，员工和孩子们都知道
他是谁。

    在一个很早的早上，9个和尚从一个本地的佛寺
来到学校，来接受来自学生的捐献。他们走过学生
和孩子们，并接受他们的食物；和尚是不允许拥有
任何东西或者拿钱，所以他们都是靠信徒的慷慨来
获得食物。我们的学生相信通过捐赠食物的方式，
他们可以为雷神父的来世积福。

附近的St. Nikolaus 教堂举行周年纪念弥撒，是雷
神父的老的教区教堂。许多人必须坐在外面，因
为教堂里面已经有太
多人了。在弥撒的最
后，每个人都慢慢走
过雷神父的墓地。我
看着盲人都被牵领着
走过，轮椅艰难地在
泥泞地道路滑行，还
有刚学步的小孩儿被
抱在怀里。一个9岁
的小男孩过来了，在
他的手臂里有一包干
的面条，他放下一颗
红色的玫瑰，说了一
句：“谢谢你，雷神
父”

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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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意。有一个年纪稍长
的青年男孩，他将代表
泰国出征世界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他也许觉
得自己是个坚强的男子
汉了，但当他跪在自己
的母亲前面，他还是控
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哭了
起来。

我不想再流泪了，但这
仅仅只是我走到达日托
中心前的想法。在日托
中心庆典开始的时候，
虽然大部分的孩子的母亲在外工作，也有许多孩子
母亲已经逝去，但这里有许多的志愿者，还有孩子
们的奶奶或外婆和泰国的老师陪伴，他们在这从不
会感到孤单。    

在母情节这天的傍晚，我去到儿童之家和孩子们
一起参加向皇后表达敬
意的活动。我们在七点
之前打开电视机，所有
的频道都在直播曼谷的
母亲节庆典活动，所有
的政府官要站在皇后的
巨幅肖像前，当泰国首
相在皇后的巨幅前鞠躬
并点燃蜡烛的那刻，在
芭堤雅在儿童之家神父
Peter点燃了蜡烛，接
着所有的孩子点燃了手
中的蜡烛，吟唱泰王国
歌。但不仅仅只是孩童
之家的孩子吟唱，而是整个国家六千五百万人在同
一时刻点燃蜡烛吟唱国歌，无论是在家中，在商
店，在乡镇广场，在城市，在乡村，在海滩，或在
乘坐交通工具的人们，无论哪里所有的人在吟唱。
孩童之家的孩子唱的特别好，但其中有些孩子倒抽
着凉气，因为站在他们
身后的孩子用蜡烛碰触
了他们的脊背，两者相
互攻击防守起来只为开
心取乐。

 在雷神父之家一年中最激动的一天应该是8月12日
母亲节了。这一天举国庆祝最令人尊敬的皇后的诞
辰，也被誉为泰国的母亲节。这一天对泰国而言同
样也是公共假期，雷神父所有的学校都会关闭，所
以母亲节的庆典会在前一天8月11日举行。

    盲童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部都回家与母亲和家人一
起庆祝了，所以由残疾人职业学校的学生开启了雷
神父举办的四个母亲节庆典当中的第一个。我不得
不承认在参加庆典时我哽咽了，而且事实上我留下
了许多感动的泪水。当天在日常的晨会后，升起了
国旗奏响了国歌，由修女Pavinee在巨幅的皇后肖

像前敬礼以开启残疾人职业学校的开幕式；而后由
职校的征文竞赛中的获胜学生在肖像前朗诵她的文
章，几行话念出我已经落泪连连。文章的主题是关
于我的母亲，大部分在校的学生都远离家乡，他们
非常想念自己的母亲，其中一些学生的母亲已经离
他们而去，所以这一天带来的是快乐，同样也带来
的是悲伤。

    泪水还没拭去，在看到特殊护理中心学生向母亲
送上礼物的那一刻，我又落泪了。不仅仅只送上一
份礼物，学生们还要双膝跪在地上，向自己的母亲
鞠躬，双手向前匍匐在地，以表示对母亲的感恩和

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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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月的时事通讯其中的一篇
文章发表后，最近我收到一些
关于困扰﹑关注和鼓励的讯息。
事 实 上 每 一 期 的 时 事 通 讯 都
是我写的，Derek Franklin，
而且在写文章时我经常用到“
我”。但最近一篇关于Brother 
Denis健康状况更新的通讯稿
是由Brother Denis本人写的，
文稿当中也多次用到了“我”，
那其实是Brother Denis本人。
时事通讯印刷发表后以致很多
人都误认为我在医院治疗，对
抗癌症，在此也非常感谢大家
慰问的讯息，我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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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雄

致歉

我心目中有一个小英雄，事实上
在芭堤雅大部人的心中都有这么
一位小英雄。

她是一位17岁的年轻的女士，
同时她也是残疾人职业学校的学
生。她有一定程度上的脑瘫，这
意味着大部分时候她控制不了自
己的行动，但最近她参加了学校
的年度体育竞赛。

她在蓝队，但当我们所有人都注
视着她时，她和来自黄队﹑红队
和绿队的参赛者站在同一起跑线
上，等待着100米短跑比赛的哨
声。发令员在确保4位参赛选手
都准备好后，“各就各位，预备，
跑”一声令下，四个女孩全部冲向
终点线。

但是没走几步，这位年轻的女士
就跌倒了，狠狠的摔了一跤，但
是她依然站起来了继续奔跑。

接着第二次跌倒，脸部重重的摔
向了地面，站在边上的观看比赛
的人们都想冲过来帮助她，她坚
持自己爬起来，不要任何人的帮
助，想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整场比赛为队友赢得一分。

而当她爬起来扑干净身上尘土
时，其他的选手已经冲过终点
线。

她的身体状况意为着她根本不能
跑快，但是她根本不在乎能跑多
快，只想要坚持跑到终点为队友
赢得一分。

我依旧记得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
和今年的里约奥运会有相似的事
情发生。一位赛跑者相对于其它
选手而言非常慢，但在运动场的
每一个人为他加油，离终点线越
近，加油声和欢呼声就越响烈。

而这里在芭堤雅，不仅仅是她的
队友为她加油，来自于黄队﹑绿
队和红队的所有的队友都在为她
加油，当然所有的老师和志愿者
也在为她加油，当时气氛好像是
如果她能冲过终点线，就能获得
金牌而且会创造一项新的世界纪
录。

当她一完成比赛就直接被送去了
校医室，护士很快的帮她清洁和
包扎了所有的伤口。

其实在这里鼓励他人的英雄并不
需要每件事都做到最好。

    除了Facebook我们最近也加入了 Instagram，每
一天我们都会发表一些新的照片，不仅仅是关于我们
的孩子和学生近况，同时也会关于泰国的食物，文化
和生活。恳请大家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上的新账号
fr.rayfoundation，同时持续关注我们Facebook的网
页。如果大家还没有关注们的Facebook，敬请关注，
谢谢！

今年泰国很多地区都遭受到了旱
灾，缺水导致了大米的欠收。这
意味着粮食的短缺，米价抬高，
米的质量相对于过去也差许多。

我们迫切需要您的帮助，为我们
孩子和学生购买足够的大米，
一袋大米的价格为43欧元/35英
镑/49美元/1715泰铢，在此表示
深深的感谢。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