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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教师类型
去年，我写了盲人学校校长Khun Aurora Sribuaphan的
退休记录。 Khun Aurora正在享受退休生涯，不过住的很
近，以便在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建议。

Chid和他同校的一个同样被拒绝入学的朋友，
他们没有因此就直接回家，忘记他们对未来的
所有期望。
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他联系了该国的
每个媒体组织。 他还联
络了当地和全国各地的
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
和记者，告诉他们他和
他的朋友所遭遇的事。

在暑假开始之前，我
结束了学校的相关事
宜，并且与新任负责
人Chid先生有了一次
谈话。 我以前一直认
为他以前在我们芭提
雅的学校就读，从学
生升到老师，再到现
在的校长。
但并不是，他在这个
国家的东北部长大，
十一岁的时候，因为
一次事故导致完全失
明。他告诉我，在此之后，他的生活真的开始变得“有
趣”了。
你看，年轻的Chid想继续他的学业，但他所在地区的
当地学校永远不可能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因为他们
没有经验或者说各种设施。
所以他离开原先的学校，去了离他最近的为盲人和视
障儿童提供学习的学校。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他12
年级毕业。
他的下一步计划是去附近的孔敬大学学习他多年来一
直很感兴趣的社会学。
但这所大学说不行，他们不会接受他。他们不面试
他，甚至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一定认为这个来自泰国东北部的盲人男孩
会离开，然后忘记所有有关上大学的事。
他们告诉
他，他们不想盲人在学校学习，因为他们不可能像其
他正常人一样被教导！他们一定认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了。 但并不是。

然后他们两个人坐在大
学门外绝食抗议。
三天左右，他们坐在那
里没吃任何东西，只喝
了些水。直到第三天，
大学终于松口，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两名
盲人将被接受进入大学。
但是，Chid和他的朋友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他们不希望作为一个特殊情况被接受而进入大
学。Chid觉得如果他了接受他们的提议，他
们可能会在几天或几个星期内，以他不适合在
这里学习为借口，轻松地被学校开除。这样不
行，Chid想要参加入学考试，就像所有普通的
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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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猜一下吗？
你知道我们目前生产的超级食品是什么吗？不是
蓝莓，保加利亚小麦，奇异籽或甘蓝菜。 但它是
一种充满蛋白质的东西，而生产成本很低，孩子
每天可以吃三餐。如果真的每天都吃的话，想必
我们的读者可能都觉得有点恐怖。
答案在后面。

www.fr-ray.org/donate

这些就是我们所做的
这十六年来，我在一直在芭堤雅
这里工作。我不可能记住所有来
到基金会的孩子和从基金会毕业
的学生。
但我记得
Condo。
你可能也
记得Cond o ， 这
个我多年
来一直提
到过的年
轻男孩。
在他三岁
时，他被
扔到了篝
火里因为
他制造了
太多的噪音。是的，你没听错，
他被扔在篝火里因为他很吵！
他现在很好。他在四月中旬成了
一名少年，现在刚成为附近佛教
寺庙里的一个和尚。我最近在他
13岁生日后的几天拜访了他，带
去了他最喜欢的食物：草莓，菠
萝和芒果糯米饭。

其中一个男孩，Tom，在2002
年的时候来
和我们一起
生活,那时
候他五岁，
他的母亲已
经死了，他
有六个兄弟
姐妹，父亲
失业，并且
没有钱去照
顾他的孩
子，所以他
把Tom带到我们这里生活,;到目
前为止，汤姆仍然不知道他的
兄弟姐妹在哪里。
不久之后，2003年又有一个小
男孩来了，Nai,我记得他和Tom
是完全相反的，我不是说Nai是
一个天使，但他很有礼貌，从
不会去惹麻烦，做他该做的，
去上学，没有打架，从不偷
窃，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男孩。

他现在住在儿童之村。最近我们
花了一些时间去跑楼梯，还去了
当地的水上乐园玩滑梯。我现在
太老了，都玩不动了！
你会回想起我在2015年9月发布
的新闻稿里告诉过你们，有两个
被我称为“世界上最调皮的小男
孩”。

几天后，汤姆获得了泰国 - 奥地
利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授予的毕业
证书。
第二天，Tom与Nai和另一名来
自儿童之家的Nuth一起前往曼谷
入读大学。3个从小就认识的年
轻人，即将离开芭堤雅，独立地
在大学生活。Tom将会学习工业
力学，Nai希望学习物流。第三
个年轻人，Nuth，将会去曼谷大
学学习食品科学，他目前在我们
自己的面包咖啡店Ray Bakery工
作。

几个星期后，一个六岁的女孩
来到了这里，她的名字叫Kwan,
而且，她是有潜质取得世界上
最顽皮的头衔的女孩，认真地
说，她是有潜力去造成混乱，

这里有个年轻的女孩，在她母亲
去世后到了我们基金会。这个八
岁的孩子，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
孩子。她现在正在读大三。
还有一个和他的酗酒，吸毒成瘾
的母亲一起住在芭堤雅海滩上的
小男孩，他在2010年圣诞节前
夕来到了了我们的收容中心。他
哭了好几天，他很想他的妈妈。
不管他妈妈曾经有多么糟糕，她
始终是他唯一的亲人，他想妈
妈。

在学校的最后一天，Nai和Kwan
都收到了鲜花， 可爱的柔软玩
具，包着现金和对他们未来美好
祝福的信封，还有许多人想要在
他们的衬衫上留言;他们都是非
常受欢迎的学生。

然后是Kwan要去入学了,她已经
被接受了学习传统泰国舞蹈的课
程。当Kwan跳泰国舞时，你真
的不需要看其他人。她的舞蹈优
美平静，而且完美无缺。

并且她经常这么做。
但是她的眼睛一闪一闪的，而
且与其他孩子相比，她的身材
很小，没有人会相信她会做错
事。
几年前，令大家都惊奇的是，
他们三人都获得了奖学金，上
了该省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
Tom在9年级时辍学后就去了
当地职业学院入学，而Nai和
Kwan都留在学校。
今年3月，他们三人都毕业了。

你可能会问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
点，我们是如何让孩子在这样一
个最贫困的背景下有今天这样一
个成绩呢，当他们到达我们这儿
时，没有人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
望，包括我，我们是如何将他们
从那里带到今天这里？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们.
是的,我们在芭提雅做的工作也
发挥了作用，但是没有一个在雷
神父基金会工作的人可以在没有
人们的帮助下做我们所做的工
作。

we never turn a needy child away

支持我们工作的人们，赞助我们的孩子的人们，
在捐出他们能捐的一袋大米的人们，是你们保证
了Tom,Kwan,Nuth,还有我们所有的孩子仍然有一
个家，足够吃饭，有一个枕头在晚上休息，有机
会有一个自己的父母永远不会想象的生活。

在这里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家人要继续资
助汤姆，她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有机会拥有
一个更美好的生活”。

雷神父曾经说过，“人们给我钱去帮助孩子们，他
们给的钱越多，我可以帮助越多的孩子”

潮湿的宋干节，但十分有趣

人们总是给我们钱，但很多钱是有限制的，只能
用于具体的项目或项目，而这是伟大的，我们仍
然需要钱，硬冷的现金，支付账单。

今年的4月份很热，气温
与去年同期相比更高。 但
宋干节让我们感受到了凉
爽。或许有些人不知道，
宋干节是泰历新年， 泰国
各地一般有三天的庆祝活
动，但在芭堤雅，将持续
一个多星期。

之前有一位来自丹麦的志愿者叫安妮•梅特，最近
也来访问这边。自2013年以来，她一直在赞助一
任何人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对住在儿童村的兄妹。
便是赞助他们。
像格鲁吉亚一样，我问安妮 - 梅特为什么要赞助这
两个孩子，我又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很高
在泰国工作之前，我曾经在慈善机构的报纸上看到广 兴知道我能够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
告，要求人们为孩子们捐款。我总是有点怀疑，直到 确实改善了。
我来到这里，看到我们的赞助项目。

节日的最后一天也是最有
趣的一天，所有的孩子们
都站在路边，大概八个小
时左右，把水洒在每个人
身上或洒在经过身边的任
何事物。 孩子们很享受宋干节的带来乐趣。

我们需要为为孩子们提供食物的农民付钱。我们
需要支付汽油来送孩子上学，我们支付薪水，使
我们的孩子有人照顾他们。我们需要买我们的孩
子们的校服和运动包，鞋子;你无法相信我们每年
买的鞋子的数量，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像我们的孩
子那样快速成长！
这是捐助者进来的地方。我们每个月或每年收到
的钱都直接交给孩子们。事实上，我们从赞助商
收到的所有钱中有91％直接向孩子们发放;另外9
％支付给了两个运行我们捐助部门的女士。
英国有一个家庭自2004年以来一直捐助Tom。他
们为Tom寄的钱没有直接进入他的私人银行帐户
（尽管我确信他们希望它是），钱已经打进了儿
童之家的账户，这样不仅能帮助汤姆，而且还帮
助Kwan，Nai，Nuth和其他所有的孩子。
去年，格鲁吉亚的家庭成员之一，在他泰国和东
南亚各地旅行之期拜访了我们。她以前从未见过
汤姆，但是之前有了解到很多关于他的事，当她

我们需要的教师类型 - 故事继续
所以，这就是他做过的事，最后他通过了考试，学
校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他想和其他人一样
被对待。他留在大学四年，直到成功毕业，获得社
会学学士学位。
我不认识你，但这是我所听过的最美好的事情之
一。当我看到Chid在校园内散步，与学生们交谈，
欢迎客人和来访者，很难相信这个温柔的男人和当
初绝食抗议的是同一人。
现在他鼓励他的学生考虑去上大学，如果他当初能
做到，那么他们也一样可以做到。
我想我们很幸运有一个像Chid这样的人负责管理我
们学校。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是一个会为盲校学生真
诚付出的人。

www.fr-ray.org/donate

一个新来的男孩
虽然Condo住在寺庙里，但他仍
然是我们的孩子，户口还与我们
登记在一起。 在寺庙生活是免
费的，并不需要我们支付任何费
用。
Condo有几个资助人，我最近联
系了其中一个，询问他们是否愿
意资助另一个刚刚到我们儿童之
家的孩子，他们同意了。
他的名字叫Ice， 十岁，与他一
同过来的还有他的哥哥。他们的
祖母意识
到自己不
能再照顾
他们了，
所以送他
们到我们
的儿童之
家。
在他到儿
童之家的
第一天，
他正与他的新朋友一起玩，他们
像往常一样在慢慢经过的卡车边
上跳来跳去。
对于Ice而已这是第一次玩这个
游戏，并没有经验且未紧跟同伴
们，以至于跌倒了，卡车从他的
腿上压了过去。

扬声器广播着，“Ice到办公室
来，Derek带了新资助人的礼物
给你。
由于他的腿还绑着石膏，所有由
年长的男孩带他过来。他跑的速
度可能只会让他进入泰国奥林匹
克运动队。
他并不明
白资助人
是什么，
我们解释
给他听：
资助人住
在英国，
她想帮助
他。

超级食品

猜猜我们现在正在生产哪种超级
食品？ 蟋蟀吗？ 不，不是，是小
动物，虫子。

孩子们喜欢这个食物，是油炸
过的，也添加了一些香料。
我是否吃过？当
然，我吃过。我是
否喜欢？嗯，它们不会是我零
食的第一选择，但它们的味道
的确比你想象中的好。

感谢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钟，然后
问“为什么？”他不明白为什么遥
远的英国人想帮助他。两件礼
物，第一件是一个大的毛巾，上
面印着Ice的最喜爱的超级英雄
超人，
第二件礼物是足球套装，衬衫和
短裤。 他很兴奋，迫不及待想尝
试一下，他的哥哥说这是他第一 非常感谢所有给我们捐赠校服的
次穿新衣服。
人。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们的
学生们穿上后看起来很精神。
无法想象，一个十岁的男孩从未
穿过新衣服。
再次感谢你们！

作为一个资助人并不仅仅是寄
一件礼
每个人都尖叫着跑来跑去，直到
物到泰
Ice被放置在皮卡车的后面，送
国，如
去医院。
果 你
想，你
他的腿绑了绷带，被勒令休息，
所能做
这使得他没有享受到假日的乐
的远不
趣。
止 于
此。
我感到非常遗憾，不仅因为他受
伤了，还因为他也错过了泰国新
作为一
年宋干节，因石膏不能弄湿，这
个资助
就是我推荐他的原因。
人，意
味着你关心着一个你从未见过的
资助人同意后，我去了儿童之家
人，一个住在小镇的人，一个说
把资助人的两件礼物带给Con着另一种语言的人。
do，一个是圣诞节礼物，另一个
是他的生日礼物，但于Condo无
作为资助人，意味着你希望改
用，所以我们决定把它们转送给
变。
了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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