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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罗马教皇去了一趟亚洲。有一
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哭着问他，为什么上帝允许
孩子们变成妓女。深受感触的教皇抱着她，并呼
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她用泪水而不
是用言语问了我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
种情况在泰国的孩子们中很普
遍。	
	 有些孩子向我们寻求帮
助，他们或许是孤儿，或许受
到忽视甚至遭到遗弃，又或许
是来自很贫穷的家庭。然而不
论什么原因，我们虽不能改变
他们的过去，但是我们能改变
现在，为他们提供一个拥抱美
好将来的机会。
	 当有访客到儿童村、儿
童之家、外展中心和收容中
心时，所有的孩子看起来都很
开心并且过着同常人一般的生
活。	
	 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并不
都是皮肉上的。他们现在虽享有童年时期所缺乏
的饮食和教育，但是他们内心的伤痛并没有完全
愈合。	
	 当我们跟访客们谈及一些发生在孩子们身
上的令人震惊的事时，他们意识到有些人竟然是
那么的残忍	
	 我们每天都让孩子们感受到无条件的爱，
因为这是治愈那些伤痛的良药。   
 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照看孩子们并
不仅仅是一项工作，而是一个使命。他们的献身
精神启发并鼓舞着孩子们。他们的关心让孩子们

Father Ray Foundation
Newsletter

June 2015

为什么孩子们会备受苦难？

教友丹尼斯的想法

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这让孩子们有了信心和对
未来的希望。所有的访客都为了孩子们的开心而
开心。他们脸上的笑容是无价之宝，也是我们最
好的回报。	 
	 我们并没有成功改变所有的孩子。一些孩

子们只和我们相处了极短的一段时间。街上“来快
钱”的诱惑使他们回到了自己从前的生活。  
	 	 曾经，有个访客问我：“您认为对街
头的流浪儿童而言，怎样的改变算是成功的？”我
告诉他，孩子们呆在我们儿童之家的每一天都是
成功的。
	 在这里我们提供给孩子们的食物、医药、
衣物、爱与关怀是不会被浪费掉的。		
	就算孩子们有天离开了这里，他们还是可以随时
回来。雷神父儿童之家和儿童村永远都是他们的
家。	

他们的幸福与笑容就是我们最好的回报



	 每年在三月底或者四月初的时候，一艘奢
华的邮轮会停靠在离芭提雅十五分钟车程的林查
班港口。每年我们的孩子们都会受邀上船来表演
节目。 
 今年，正是“伊丽莎白女王”来访的时间。
因而只挑选一百二十五名孩子就变得不那么简单

了。
	 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收容中心挑选了一些孩
子，他们和四个十岁大的男孩组成了一只舞蹈
队。在练习了很多天以后，很多人都聚集在收容

we never turn a needy child  away

步调不一的快乐
中心看孩子们最后的带妆彩排，正式演出时他们
的服装将会更美。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没人有所反应。孩子
们忘记了开场动作。他们忍不住笑了出来，舞蹈
动作也完全不在节拍上。最终四分钟的舞蹈他们
跳了十五分钟。虽然他们曾说过要在女王面前表

演的超级完美，但是，没人
跳的完美。
	 这四个孩子曾以为他
们会见到真正的女王。所
以，当他们知道真正的女王
并没有来，而那只是艘叫伊
丽莎白女王的邮轮时，他们
有点失望了。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
们一起登上了邮轮。在船
上，孩子们见到了船长。之
后他们享用了一顿由披萨、
薯条、蛋糕和可乐组成的大
餐。填饱肚子以后，孩子们
去了即将要进行表演的剧
场。	当客人们陆陆续续进场
时，孩子们开始紧张了。整

场秀共演了一个小时，有传统泰
国舞蹈、现代舞蹈和泰拳的表演。一些盲童唱了
歌，来自收容中心的四个男孩收到了很热烈的掌
声。虽然他们的舞步并不一致，但是他们却度过
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不久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就会因为曾在
这里收到的关爱而完全改变。	
 您和所有的捐助人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因
为您的支持，我们得以继续雷神父
所开始的事业。	
	 当我们带着访客去看我们的
儿童项目时，他们想给孩子们带去
一些糖果。我不否认他们的热心，
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能去看孩子
们，这就远远比那些糖果更重要。
	 访客们，特别是捐助人，能
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虽然，他们在正常的童年时期得不
到足够的爱，但是对大部分孩子
来说，他们在这里得到了人们的关
怀，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与幸福。	
	 如果您有机会来泰国，请您

花些时间来到芭提雅，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如
果您来不了，也请您将孩子们记在心中并为他们
祈祷。

最近一次到访雷神父儿童村

他们也许不会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他们曾经开心努力的练习过了



	 盲童学校里有个九岁的孩子，名叫波派。
因为他已经回家过暑假去了，所以就没能
上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
	 当人们见到波派的时候，都会
问到：“他是真的看不见吗？”当然，
并不是所有在盲童学校里的孩子都是
盲人。事实上，全世界的盲人中，约
15%的人是完全看不见的。他们中大
部分则是视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
害。我们许多的孩子是能看到一些东
西的，但是那还不足以让他们去上一
般的学校。
	 波派可以看见一点点东西。
对他来说，他就像是通过
一根吸管来看世界。随着
时间的推移，他的视力
会逐渐恶化，最终将导
致他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有一天他醒来
的时候，发现自己
竟然什么也看不见
了，那他将会多难受
啊。
	 从现在开始直到他完全失
去视力之前，他可以看见自己妈妈的脸。您能想
象这样的事吗，只能听见自己最亲爱的妈妈的声

波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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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却不能看见她的面容。
	 在波派长大以后，他也会成家立业。但是
他将永远也看不见自己可爱的儿孙，看不见
他们的脸上开心的笑容。	
	 但是他可以通过盲文来写字读书。
现在他还在学习如何使用拐杖。尽管他
认为用拐杖是不必要的，因为自己还能

看见一点点东西。但是我们为了他
的将来，还是鼓励他学习怎样使
用拐杖。当其他的同学都在认
真的听着老师的指令来用拐杖
探路时，波派却总是想和朋友
们或者志愿者玩耍。他在校园
里走路的时候都把拐杖举到
空中。
	 他最喜欢的活动就是
当有访客来时能和他们去
海边走走。	
	 当我们和孩子们说走
在沙滩上而不要走到水里
时，波派都假装自己没听
到，从而直接朝着海里奔

去。虽然身上穿着衣服，但是
他脸上的笑容却怎么也遮不住，他

很享受这每一分钟。

	 我们最近问了每一个在雷神父儿童之家的
孩子们一个问题“他们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对于
年龄小一些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有些想做电影演
员，想做模特，想做足球选手或者是泰拳选手。
	 年级大些的孩子们则实际多了。他们大多
想在学校取得好成绩，从而进入高职院校或者大
学里面继续学习。
	 但是，到目前为止，许多女孩子和少部分
男孩子都希望能从事护理工作。
	 在泰国，护理是一份很受尊敬的职业。这
些孩子们的选择是受了另一位孩子的影响。她曾
在这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而现在，她已经从清
迈的护理学院毕业了。	 
	 2006年，十四岁的吉克和她的双胞胎姐姐
古克就住在儿童之家里。当古克还有一年才毕业
时，22岁的吉克已经准备开始从事护理工作了。
	 吉克不仅仅是护理业将来的人才，而且是
孩子们的榜样。她让孩子们对将来能成为护士而
充满希望。	   
	 不论孩子们将来想做什么，就算是想成为
好莱坞影星或是泰拳冠军，我们都会竭尽所能支
持他们。

充满希望的未来

吉克，我们的第一个小护士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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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正是一个学年快
结束的时候。我们得和残疾人职
校的一些学生说再见了。这次将
有三十四名毕业生，包括八名学
习了两年英语的学生。	
	 这八名学生中包括两名男
孩和六名女孩。他们都来自全国
各地。在此之前，他们大多数都
不会说英语，但现在，他们不仅
英语流利，而且都找到了工作。
	 许多人也许不了解，我们
大多数的毕业生都通过我们的就
业安置机构找到了工作。
	 自从1999年开始，我们的
就业安置机构每年都帮助上百的
残疾人找到了工作，他们不仅仅
是我们的学生，而是来自各地的
残疾人士。我们最近开设了一个
客服中心来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残
疾人士。不论您在泰国的哪个城

市，只要你拨打1479，变会有人
给出回应。如果您是居住在泰国
东北部的残疾人士，我们则会直
接给您提供帮助。如果您是在泰
国南部的生意人，而且您需要招
聘员工，也请您拨打1479。我们

是时候走了，但却不是一无所有的离开

会给您推荐合适的当地残疾人士
作为招聘参考。	
	 每年，我们的就业安置机
构为上百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残
疾人士找到了工作。		
	 过去两年中，我们这八位
准毕业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
们同甘共苦，互相帮助，互相支
持。但是现在他们不仅仅要和学
校说再见，而且要和自己的好朋
友们说再见了。
	 班上年级最大的学生已经
有33岁了。他坐在轮椅上说残
疾人职校“不仅给了我机会去学
习，而且还帮助我变得更自信。
最棒的事情就是我的英语是由英
语为母语的人教的”。
	 当大家都在为分别而感到
难过时，有个学生说有件事情全
班人都不会再怀念了。在新学期

开始的时候，每个班的学生每天
都会被安排去做些杂务活。有个
学生说：“我们每天早上的任务
就是去刷马桶。除非那马桶是我
的，不然我永远也不想再去刷它
了。”	

    特殊需求儿童中心的楼还是在
建当中。一些孩子时刻密切注意
着这栋楼的完成状态。
	 工人们日出之前就来到这
里，然后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
没有周末。每天早上，有些男孩
就去看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并给
出一些小的意见和建议。	
	 所有人都很期待这这栋楼
完工的那一天，期待着能进到已
经装修好的房间里面去学习。不
过在那之前，孩子们肯定会时刻
关注着它。

时刻紧盯着的眼睛

2015级学生的英语电脑商务模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