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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 by Derek Franklin

心碎，却也是意料之中
六月，对于在芭提雅生活的我们，注定是难忘的一个月。一切始于六月第一天，那是一
个星期五。
那一天，丹尼斯修士要回曼谷的医院，事实上，他刚从那儿回来芭提雅没有几天，但是
他看起来实在是太虚弱了。
两年半前，他被确诊患上癌症，而在此期间，我从未听过他一句怨言。他慢慢承受着化
疗和放疗带来的副作用，他的头发渐渐脱落，他的体重日日下降，且他逐渐连走路都变
得异常的困难了。但他始终未曾说过“为何会是我”的一句抱怨。
而就在六月一日的这一天。我和他相伴而坐，当时他正在等待安东尼神父取车接他去曼
谷，在等候的间隙，他看着我说，“我实在是累了”，而这一句话，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
一句话，可是会有谁能因此而抱怨他呢？
几天之后，我接到一通电话，并赶去曼谷看望他，躺在床上的那位丹尼斯修士已然不再
是我认识了十七年，那位为了让我们可以尽快飞出去抽根烟而快速结束会议，偶尔还会
说点黄段子的他了。
那不是那位有着精湛的计算机和会计学技能，甚至可以让我头晕脑涨的他了，不是那位每天早上准时出现在儿童村只为
看望他亲爱的小孩的他了。这个卧床病重的他实在是陌生至极。
两天后，也就是六月八日，周五的晚上，我再次接到一通电话：他，走了。
我们是如此有幸能认识他，即使我们或曾有过几次差点擦枪走火的
小冲突，但对他，我所有的是毫无疑问的尊重和爱。而到他离开的
最后一天，他所想的仍然是我们的孩子们。
他关爱着基金会下所有的小孩，每一位！
我曾见过他因为一个孩子犯错之后气红了脸。
我曾见过他因一个孩子的伤心也眼里充满了泪水。
我也见过他在听到我们的一个孩子在学校的优秀表现而高兴的像位
骄傲的父亲。
倘若你去问他这一生所念，他的答案定会始终如一：希望我们的孩
子永远开心。

we never turn a needy child away

生日快乐
丹尼斯 热尔维修士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离开了我们，而按照
惯例，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儿童村和所有孩子一起为他庆生。
而这一次，难道我们会因此而取消吗？答案是，并没有。我们相信
他在天之灵，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看到孩子们失望的脸庞。
在他离世的第二天清晨，我通
过各种渠道对外界公布了他离
世的噩耗，而当时，我正站在
万客隆菜市场门口等待儿童之
家的孩子们。
为这次生日派对，我所志愿服
务的是为两百人准备水果沙
拉。我和孩子们八行人一起推
着推车在菜市场采购着菠萝，
西瓜，柠檬，木瓜，香蕉，草
莓，火龙果，蓝莓，橘子，蜂
蜜等，而就在我们推着车去买
单的时候，我们竟然奇迹般地
发现推车里多了两打巧克力，
当然并没有人知道这些巧克力
是怎么自己从架子上飞到我们的推车并调皮的藏到那堆香蕉下面的。

当我们返回到儿童之家，一些大孩子纷纷
赶来和我确认丹尼斯修士已离世消息的可
靠性。相信他们早已通过脸书，照片墙以
及推特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们只不过还
是需要有人能再亲口和他们说出这个真相
而已。
我 相 信
对 于 我
们 其 中
一 部 分
孩 子 来
说 ， 这
是 很 长
一 段 时
间以来，起得最早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
丹尼斯修士的生日，他们都想要献上自己
的一份力，他们会为派对的进展而牵挂，
为能成为派对的一份子。虽然我们没有足
够的菜刀砧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上手，但
是看到他们能够分工合作，团结一心实在
是一种无法言语的感动。

最赞的派对
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这场派对有多棒呢？这些懂事
的孩子在台下安静坐着，并听着彼特神父再次宣布
了这个让所有人落泪的消息，然后再平静的恢复到
孩子的本性，开心得开始享受这场生日派对。
我们为生日派对特制了三块蛋糕，一块为泰国国旗
样式，一块为丹尼斯修士的国籍-加拿大国旗以及最
后一块，印有他生平最爱-棒球，并在一侧印有他真
实的人生写照—“我们永远的英雄”。
这一天，我们的彼特神父按照孩子们从一月到六月的生日顺序，将他们叫上舞台，并领取他为孩子们准备的礼物。而
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亲爱的丹尼斯修士一定也正在与我们一同分享着这份快乐。
孩子们还因此准备了不少节目，来自盲校的孩子们特地演唱了丹尼斯修士最爱的加拿大歌手—安玛莉的作品《你需要
我》；来自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则准备了以丹尼斯修士的名字命名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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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亲爱的丹尼斯修士
丹尼斯修士的葬礼安排在了六月八日，星期五。
这是万里无云的一天，芭提雅圣尼古拉斯教堂也挤满了人。
人们从各个地方赶来道最后一声别，他们有些是旅居在泰国的其他城市，甚至有从欧
洲，北美国家特地赶来。
我们的孩子们也因此从学校，大学请假前来，更有以往的儿童之家，儿童村的老成员前
来献上自己的一份悼念。
无法细数这次参与同祭弥撒和游行的主教和神父有多少，他们中有很多甚至是特地从美
国，罗马赶来。而这一天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美极了。
当装着我们丹尼斯修士的棺材被安放好在他的坟墓，所有人排着长队，等待着最后目送
他的遗体。每个人
都为他献上一支红
玫瑰，鞠躬静默片
刻后，再顺着队伍
缓缓离开。
丹尼斯修士最后安
息在圣尼古拉斯教
堂的公墓，这里安
歇着自1970年始的
所有外籍神父和修
士。
他的封墓安置在高
特罗神父之墓的一
侧，也离他的好朋
友雷神父之墓不远。

可爱的孩子们毕业啦！
这个月，月初二号早上，我们为日照中心毕业班的孩子们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泰国，我们会为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准备类似大学毕业典礼般的结业
仪式。
以往总是能天天可以在日照中心看见的这些稚嫩小脸蛋，有些也不过只有两岁，而这
次他们都穿着各自新学校的校服返校，这些小人们简直可爱至极。
虽然只是分别了几日，再次回到基金会的他们总是得需要些时间回忆，他们这是在哪
儿？而见到我们的大人们又是谁？
这一天他们不但能够获得
一份毕业证书，还有一封
满装现金的信封。
在日照中心就学并不是“免
费”的，每一天他们需要支
付20铢，用于支付他们三
套校服，早餐，午餐，茶点，基础教育和健康检测。这
是我们对于入学家庭的要求。
很少人能提前知道，其实他们每天需缴纳的20铢，并没
有真正被用来支付那些制服，这些学费都会在毕业典礼
上作为升学礼物送给他们，多么聪明的点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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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做对的事

2014年的圣诞节

一个周六早上我去儿童村看孩子们，当时我走进的是十
号家庭-万寿菊之家，和这个家的“爸爸”聊天，他和他的
妻子一起照看着九位男孩子。

每逢圣诞节，所有的孩子都会齐聚一起，等待圣诞老
人的到来。

在我“闯入”屋子的之前，九位男孩坐在地板上，闭着双
眼，正在做冥想。
一些孩子们已经和我们呆了只有几周，几个月，也有些
呆的时间更长，但是时间长短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
而当我下午再次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他们当时正像一群
老友一般笑着，闹着，快乐着。
我们不知道何时会有新成员的加入，也不知道何时其中
一个人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的快
乐。这便足矣，不是吗？
而那天，我留在了儿童之家。那一天是一位儿童之家的
老成员，为庆祝自己的生日，特地回来请所有儿童之家
的孩子一起吃晚饭。
他和他的另外八位小伙伴们一起前来，而且这些孩子都
是以往在儿童之家生活过的孩子们，即使他们当时并不
是同一时期来的，但是他们却奇迹般的保持着联系，并
冥冥之中因着一股神奇的力量让他们又在一起返回到这
个他们曾一同度过童年的地方。

所有的小孩会
带着他们的爸
爸 妈 妈 一 起
来等候这个时
刻，也有一些
孩子会带着他
们 的 爷 爷 奶
奶 ， 叔 叔 阿
姨，表兄弟或
者是邻居，而
只有一个小孩例外，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看着所有的小孩子等待着被叫到自己的名字，并时
刻准备着要和自己的家属们一起上前领取圣诞老人派
发的礼物，而只有这个小孩子，他是一个人来领取礼
物的。
当所有小孩都坐在他们妈妈的膝盖，或是贴着自己的
随同家属一起享用着午餐时，只有这个小孩子还是孤
零零一个人的。
他就这样一个人领圣诞礼物，一个人吃午餐。
过了几个月，他从日照中心毕了业去上本地的幼儿
园，我以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孩子，而直到今
年 的 五
月，我在
儿童村又
见 到 了
他，他回
来了！

似乎那一切还只是昨日之事，他们还都只是小男孩，每
个周日早上都会捎上我一同去曼谷踢足球。而现在，他
们突然都蹿成了大男孩，一些站起来比我都高了，一些
有了漂亮的纹身，一些甚至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再次与他们相见且知道他们过的都很幸福，是一件多么
美好的事。我想到那些在儿童村，接下来会和我们呆上
五年十年的孩子们，若干年之后，这份特殊的友情一定
也会存留很久很久吧。
而这更坚定了我知道我们现在所做是多么正确的事情，
因为这些在外面的世界也可以继续生活的如此幸福，就
算离开了许久仍然会回来看望我们的孩子们的笑容。我
坚信的，是我们正在为此刻正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做
着正确的事情。当然一切更要感谢一直在默默支持着我
们的人们，让我们得以继续着我们的工作。

不幸的是
听到因为
他 妈 妈
的离世，他也就此成为了一名孤儿。但是现在，他有
了一个新家庭，他住在万寿菊之家，和他们的新兄弟
们，新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他从此也将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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