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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回家
1974年，当雷神父还是芭提雅一个小天主教教会的牧
师时，他还未开始他将要做的任何项目。

不幸的是，她们的母亲在几年前去世了，但毫
无疑问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的女儿们。

有一天，他的教区的一个
居民，一个有四个女儿的
年轻女士，来寻求他的帮
助。她很穷，无法为女儿
们提供生活必须品，她感
到很绝望。她知道无论她
多么努力的工作，她的家
庭还是很穷。无奈之下她
做了一个决定，一个母亲
不愿意做的决定，她希望
雷神父帮她的女儿们找到可以领养她们的家庭。

这些年很多人跟我说过，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
一个母亲或父亲会残忍的抛弃自己的孩子？说
这话的人通常来自福利好的国家，有能力帮助
别人的国家，而1974年的泰国很贫穷，2017
年仍然很穷。

要找到一个家庭来接待四个女孩是不可能的，不过雷
神父有两个朋友在美军服役，并且就驻扎在附近。
（那时越南战争还在进行，美军驻扎在泰国。）
在母亲同意她的女儿们去美国之前，她坚持要见女儿
们的新父亲，看看他们的妻子和家庭的照片，她想确
保她的女儿们会在一个良好的基督教家庭中成长。
1974年6月，四名女孩去了
美国。 年龄最大和最小的
女孩去德克萨斯州的格林维
尔生活，其余两个女孩在距
离华盛顿州斯波坎近两千英
里的地方。 虽然两地相距
甚远，但她们每周都有通电
话或每年都会团聚。她们去
读书，上大学，结婚，甚至
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忘
记远在泰国的妈妈。相隔三十三年后，今年七月，她
们重返泰国，其中一个妹妹因为无法回来，所以让她
的女儿代替她回来看看她们是否能找到母亲。
她们来到芭堤雅，看到雷神父所做的贡献，甚至还到
了儿时住过的街道。那个地区已经开发了，虽然她们
的老家已经不在了，但她们知道这就是“她们的街道”。

这个年轻的母亲以及把孩子带到我们身边的大
多数父母，都是因为爱他们的孩子才做此决定
的。难道父母不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
生活吗？ 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他们可以给孩
子的更好生活。母亲没有见证孩子的成长，从
未感受到她的孩子从大学毕业的自豪，从未见
过她的孙子，她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只是想让
她的女儿们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
母亲去世后不久，她们的父亲也去世了。 但
姐妹姐们仍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就在她们从泰
国回到美国之后，她们知道了她们还有一个弟
弟。她们跟他保持联系，虽然她们的弟弟不太
会说英文，她们也不太会说泰文，但这有什么
关系呢，她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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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她们今年回泰国时
穿的衣服的颜色与43年前离开泰
国时穿的衣服颜色是一样的呢？

灵感
在上一次的文章中，我们介绍了
盲人学校的Chid先生以绝食争取
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的事迹。这
是另一个关于我们非凡工作人员
的故事。
最近雷神
父儿童之
家的经理
大学毕业
了，获得
教育学士
学 位 。
我们都为
芭提雅小
姐（这就
是她的真
名，而不是称号）取得的成就感
到非常自豪，为她对我们儿童之
家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不过我
认为最为她感到自豪的是她的奶
奶。

我们有一个仪式，
孩子们通过帮他们
的母亲洗脚而表示
尊敬。 我相信没有
多少青少年会跪下
去洗个人的脚！其
中有一个男孩花了
三十分钟为他的母
亲绑头发，这是一
个因感觉被抛弃而
心生怨气的男孩会
做的事吗？这恰恰是一个男孩爱母亲的行为。他与我们同吃同住，
是新成立的少年足球队的队长，身体健康，还有一个私立学校的奖
学金，这些是他的亲生母亲无法提供给他的。

每周都有进步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有幸迎来一位足球教练到我们的儿童之家和
儿童之村进行指导和训练。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会有两个小时的训
练。教练先教他们步伐，而后再玩游戏。几周过去了，我惊讶的发现
有些男孩每周都有进步。我每个星期都会过去看他们训练，这使得我
星期天有4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我得准备很多口香糖（很显然泰国的男孩们没有口香糖就
不会踢球了）。这对于我而言很新鲜，在过去的16年里，我从未见
过我们的男孩们踢球，也从未听见过他们要口香糖。
第二件事，我要到7-11便利店给每个男孩买汽水。而剩余的两件事情
就复杂多了，第三和第四件事是我要为得分者欢呼，同时要鼓励守门
员不要气馁。其实并没有听上去那样简单，幸好口香糖使我的工作更
好做些。几个星期后，他们将有一场比赛，我不知道是他们更紧张还
是我。我想，应该是我。

芭提雅小姐不仅是我们儿童之家
的经理，也是我们孩子的母亲。
每年8月12日是泰国的母亲节，
孩子们将茉莉花做成花环当礼物
送给她，她则对他们轻声说着祝
语，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大大的拥
抱。
母亲节时，我们也会邀请部分孩
子的亲生母亲一起庆祝，你或许
会想孩子们会因为母亲抛弃他们
而心生怨气，其实并没有，他们
很高兴能与母亲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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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吹小号

细数每一枚硬币

或许我以前告诉过你，我有睡午觉的习惯，但这在
去年1月28日就停止了，因为正对着我房间的雷神
父基金会的特殊教育学校开学了。 时常有嘈杂声
传来，有时是震耳欲聋的，我并没有失落，因为年
轻人的笑声和欢乐听起来很棒。

一个周六的早晨，我去收容中心和孩子们一起吃
早饭。其中有一个男孩很忙，忙着清点他的积
蓄。

有一天我提早结
束工作，因经历
了漫长而繁忙的
一个月后我很累
了。正当我坐在
房间里休息时，
我听见了窗外传
来了一阵乐器的
声音，那使我几
乎要从我的椅子上跳起来。
Toto是我们其中一个男孩，他决定要学吹小号！
在上完他的第一节音乐课后，他带来了他的小号
向他的朋友们展示。他站在我窗户下方的人行道
上，吹着他的小号。（我喜欢小号的声音，我也
希望我能演奏小号。） 但是在Toto听起来像路易
斯•阿姆斯特朗之前，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他
发现我正在低头看他时，他朝我笑了起来，我向
他竖起大拇指。对于努力学习的人，我们都要表
现出热情，并鼓励他们。

每 天
早
晨 ，
孩 子
们 去
上 学
前 ，
我 们
都 会
给 他
们 午
餐
钱。有些孩子们等不及要花去他们所有的钱，
但有一个小男孩却会省下一些零钱以便能存够
买手机的钱。每天晚上他回来时，都会将省下
的零钱放进他的存钱罐，其实那只是一个小的
旧易拉罐。当我们在吃葡萄和樱桃时，他告诉
我们他已经存了630泰铢了。对于我们而言那并
不是很多钱（大概126元人民币），但对他而言
那是他的所有，虽然不够买一个手机，但我相
信他会存够的。

献给国王的花

尽管普密蓬•阿杜德国王在去年十月份去世了，但是他的葬礼将在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举行。因皇家火葬场需要一整年的准备，到时
候葬礼将持续5天。
八月初，我们举行追忆雷神父的纪念仪式，同时也为逝去的国王
的葬礼做准备。我们的撒下上千金盏花籽(金盏花是普密蓬•阿杜
德国王送给王后的花)，到十月二十六日将会竞相绽放，届时全国
如同一片黄色的海洋。
泰国的葬礼习俗是要将檀香木做的花放在遗体上以示敬意。
我们荣幸的邀请到皇家海军前来
与我们一起制作9999朵檀香木
花，并且代表我们将这些花运送
到葬礼现场。数字9是对于已逝
的国王有着重大意义，他是却克
里王朝第九位君王。我们花了几
个星期做这些花，但相对于全国
所做的上亿朵，9999只不过是个
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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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最近在南部的
宋卡省举行，我们春武里府也有
代表队参加比赛。代表队的大多
数队员是现在就读或以前就读
于雷神父基金会的残疾人技术职
业学校，盲人学校或特殊教育学
校。这
次参加
比赛的
有43名
残疾人
职业技
术学校
的学生
和教职
工 ， 7
名盲校
的学生
以 及 4
个特殊
教育学校的学生。比赛项目有田
径，塔克排球，轮椅击剑，轮椅
篮球，盲人门球，乒乓球，站式
排球和坐式排球。

虽然参加比赛的特殊教育学校的
学生们没有取得任何奖牌，但我
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有一个学生
表现得很不错，而我相信他会
越来越好。不管怎样，他们都做
得很好。残疾人职业技术学校的
学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中一
名女学生取得了4枚轮椅击剑奖
牌，而此项运动她在一年半前听
都没有听说过。七名盲校的学生
每人至少赢得了一枚个人奖牌，
其中三个女孩每人各赢得了三枚
奖
牌，
有一
个女
孩赢
得
了射
击、
铁饼
和标
枪
的金
牌。
谁说
女子
不如
男
呢？

我们从未拒绝过一个
需要帮助的孩子
或一位奶奶
最近有一个年老的女士带着她的
孙女及曾孙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她的孙女是由她抚养长大的，最
近刚生下一个男孩。她的孙女精
神有点问题，并不知道孩子的
生父是谁，也不知道是怎样怀孕
的。
奶奶不愿得到施舍，她虽然贫
穷，但她仍有自尊及尊严。我们
该如何帮助她们呢？我们决定带
她们到儿童之家，她可以帮忙煮
饭同时可以照顾她的孙女及曾
孙，她的孙女还在学着如何照顾
自己的儿子。

无论何时，这家人来到我们的办
公室，同事们总是冲过去抱那可
爱的小男孩。从照片上你可以
发 现 那
个 坐 在
窗 边 的
同 事 总
是 第 一
个 抱 到
他 。 我
想 你 也
会 认 为
他 是 非
常 可 爱
的 小 男
孩。

fr.rayfoundation
我们有脸书
(Facebook)
也有了照片墙
(Instagram),
每天我们都会发一些新的照
片，不仅关于我们的孩子们，
也关于泰国的文化、饮食及生
活。请关注我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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