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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息总有一天
会到来,但当它真正来到时，还
是震惊了每个人。

泰国宫务处发布公告，泰国国
王普密蓬•阿杜德于10月13日周
四晚上7点钟过世。泰国国王
出生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在位
时间最长的君主。

尽管在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
家，国王陛下的权力有限，但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在他在位七十年间，他不仅仅
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导人,他还是一个老师，一
个领导者，一个保护者；对于大多数的泰国
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这一个君主。

陛下不仅仅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是泰国国
王，他还是国家之父，他的生日12月5日也被
作为父亲节来庆祝。现在尚未决定当新国王
登基后，哪一天会成为父亲节，但今年仍将
这一天作为父亲节。

这个公示宣布后，在之
后的30天内，所有的
酒吧、夜总会都关门停
业了，音乐会和体育赛
事也都被取消了。

差不多在消息被宣布的
同时，我们每个项目里
的孩子们，学生，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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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年龄或能力，都会在国
王的肖像前表示尊敬。

泰国政府宣布将有一年的服丧
期，大多数人都要穿着黑色
衣服或暗色的衣服并别上黑丝
带。
几个同事在宣布消息后立即前
往曼谷，午夜后抵达曼谷。他
们就睡在路边，以便当国王从
医院转移到宫殿时，可以亲自
送国王陛下最后一程。

作为一个住在这里很多年的外
国人，这是在这边的一个特殊的经历，我的
同事和我所关心的人都为失去国王而悲痛万
分。

上午，在这个
悲伤的消息宣
布后，我去本
地的超市想买
一些水果。让
我震惊的是在
超市看到许多
沉浸在悲伤中
的顾客。人们静静地说，彼此耳语。他们需
要一些时间来接受这个事实。

也许要一年多以后才能举行前已故国王的葬
礼。在曼谷的中心，一个皇家火葬场将建
成，并将挑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泰国人民
将告别他们心爱的国王。

普密蓬•阿杜德国王陛下
泰国的国王(192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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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的副本通讯，我们希望我们的支
持者可以及时的知道在芭提雅都发生了什
么。

我们会告诉你们儿童之家和儿童之村所发
生的事，残疾人职业学校和盲校在这过去
的一年中发生的大事，除了已过世的国王
陛下，还有高贵的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
殿下,主持了新的雷神父儿童特别需求中心
的开幕式。

现在，所有的这些项目，无论旧的或新，
多年来帮助了许多儿童和青年。

但是在雷神父基金会有一个项目，虽然许
多人不知道它，但是它改变了许多残障人
士的生活，也改变了泰国社会。

至圣救主会会员残疾人基金会，或者我们
称它为RF。它成立于2000年，目的在于提
高残疾人的能力，争取平等的权利，无论
这个人的能力有
多少。

这里举了一些例
子，关于他们所
做的事。

几年前，最高法
院宣布，曼谷的
每一个轻轨站都
必须安装电梯。
这是经过曼谷市
政府，运营轻轨
的公司，说没有
必要建造残疾人
的电梯，因为残疾人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这是真的，许多保障人士没有使用公
共交通，因为他们不能到达车站或平台，
因为没有电梯！

这是RF把曼谷市政府带到法庭上， 来自芭
堤雅职业学校的学生，他们在首都旅行，
去到BMA的办公室，

我们所做的

他们从轮椅上走出来，用自己的身体进行
抗议，所有这一切都是考虑到国家和国际
媒体。 也是RF使得BMA让所有人拥有平等
的待遇。 

在泰国有一项法律，规定每一个雇用100名
员工的公司必须雇用至少一名残障人士，否
则需要缴纳罚款。 正是雷神父基金会的工
作人员与曼谷的残疾人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努
力，使得政府将这一项内容纳入法律。

残障人士的就业辅导组织不仅为从职业学校
毕业的学生找到工作，还将根据每一个残障
人士的自身条件找到合适的工作。

RF还邀请知名企业租用场地，开设呼叫中
心，并聘用残障人士。 所以，如果你在芭
堤雅需要呼叫Powerbuy，AIS电信或AXA人
寿保险，回答你的人可能是坐在轮椅上帮助
你解决疑问的残障人士。

泰国最大的电子零售商Powerbuy在芭堤雅
开设了一家分公司后，同时也开了一家维修
店，所有的员工都是残障人士，他们都是我
们以前的学生。

FR还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呼叫中心，为残
障人士提供咨询服务。 呼叫电话为1479，
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晚上
8点。即使你在泰国的任何地方，只要有需
要，残障人士将能够提供帮助，无论距离是
否远近。

热线电话1479是来自于职业学校的二十五
名学生的数量，2011年从芭堤雅到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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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年的结束之际，我相信你会与我一起
向一些特殊的孩子和学生表示祝贺。

Gik小姐终于从McCormick护理学院毕业了，
现在她自豪地站在她去年毕业的姐姐旁边。

在两个女孩小的时候，他们的母亲无法照顾
她们，是泰国红十字会的护士们照顾她们
的，这使她们有了成为护士的决心。

Gik，你做的很好，我知道由你作为他们的护
士，每一位感觉不适的病人都会是幸运的。

同样恭喜来自残疾人职业学校的八名学生，
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习英语。现在，他们正
在使用他们的新的语言技能在工作。

两年前，当他们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时候，如
果你问他们喜欢什么工作，我不确定他们是
不是梦想过会有一个工作，但是现在他们有
了一个，他们独立地生活着，吃着自己赚来
的米饭。短短的两年时间能改变一些人的人
生，这怎么不让人惊叹？

然后到廊开，这可以提高对残障人士能力的
认识和了解。

几乎每个星期都在芭堤雅开展研讨和相关会
议，这些研讨会和会议都由RF组织，并为
残障人士提供咨询，支持和授权。 他们来
自泰国各地，从偏远的北部到深处的南部。 

RF还接待来自附近东盟国家的访客，他们
来这边学习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带回缅
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并改变这些国
家的人们的生活。

RF还在争取公共交通的使用权。今天和每
一天，多亏了在这工作的人们的压力，有
了适合残疾人的火车车厢，从曼谷到东北
部，北部和南部。

大多数码头是沿着首都朝普拉亚河以及曼
谷的运河，现在都可以方便残障人士使用;
猜猜是谁对首都的权力施加压力？

十多年来，RF一直请求在位于芭堤雅的主
要综合设施之外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建造一
座两侧都有电梯的桥梁，方便残疾人士使
用。在学生演示之后，来自各个地方和国
家政府的代表访问了该地，并在国家媒体
面前承诺将会建造这座桥。

在9月份时，RF收到了一条消息，即所有计
划在Sukhumvit路上修建一条为残疾人使用
的桥梁的计划已经取消了;可能现在或未来
都不会建造它了。

我在这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了，我知道这座
桥终会建成的。

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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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
一年一度的残障人士骑马竞
赛在11月底举行，超过二
十五个孩子参加，参加的大

多 数 是
雷 神 父
中 心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儿
童。

这 是 一
年 的
亮 点 之
一 ， 这
不 仅 是
让 我 去

观看，同样是让父母们看到
他们的孩子在骑马。不仅仅
是骑马，还有骑马时进行活
动 ， 在
结 束 时
大 家 都
收 到 一
个 大 花
环。

米饭

然而，今年泰国的电视频道
都没有任何直播覆盖，很难
找到一个播放这个亮点的频
道。

四十九名泰国运动员参加了
比赛，其中包括七名来自我
们残疾人职业学校的学生。
必须要对一位年轻人送去祝
贺，他赢得了两个金牌，是
在个人和团队推地滚球比赛
中获得的，这是类似于木球
的游戏，通常由轮椅使用者
玩。

另一个学生获得了一枚铜
牌，他在1500米轮椅比赛中
获得第三名。

我曾经教过这个年轻人英
语，我总是惊讶地看着他推
着自己在教室里移动，因为
他的手臂非常瘦弱。但是看
看现在在残奥会赢得奖牌的
他！

这正好证明了没有什么会阻
止我们的学生做他们想做的
事情。   

近年来泰国的许多地区一直
遭受干旱，缺水导致稻米收
成不佳。 这意味着生产的
水稻短缺，因此价格上涨，
可用的水稻不如过去那么
好。

因此我们本月的呼吁是为了
帮助我们购买足够的米饭供
给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
在泰国，一大袋大米的价格
是43欧元，35英镑，49美
元或1715泰铢。

对于你的慷慨捐助，致以真
诚的感谢。民族英雄

在夏天，我们都希望看到在
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残奥会。

四年前，当残奥会在伦敦举
行时，我们都一直盯着电视
机，因为我们在观看来自这
里的学生们在比赛。

圣诞快乐 
我代表雷神父基金会的所有
人在此祝福你们有一个快乐
的圣诞节和健康繁荣的新
年。

我还要感谢您对我们孩子的
关心和对学生一直以来的帮
助。

尽管我不知道你是谁，也并
不了解你，你是我们的支持
者，正因为有了你的支持改
变了我们基金会许多孩子的
生活，这比你了解到的信息
还要多。真诚的感谢和祝
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