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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宣布停止向乌克兰供天然气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7月1

日表示，由于基辅当局前一天忽然宣布
停止向俄国购买天然气，将停止输送天
然气给乌克兰。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乌克兰没有支付7月的天然气费用，
本公司从今天早上10点(台湾时间下午3
点)开始，停止输送天然气给乌克兰」，
同时强调除非预付款项，否则不会再输
送天然气过去。

今年3月，俄罗斯延长了对乌克兰
的天然气出口优惠至第二季末，每千立
方公尺至多可折价100美元。

根据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去年11月
1日签署的决定，俄国对乌国的天然气
出口优惠政策从2014年11月1日起实
施，原本至2015年3月31日结束，后来
又展延到6月30日。

美过和古巴将恢复外交关系
互设大使馆

美国与古巴已达成协议，恢复外交
关系，重开大使馆。去年底两国宣布关
系正常化之后进行了四轮会谈。周三，
总统奥巴马将向全国宣布。国务卿克
里7月将前往古巴，参加大使馆重开仪
式。不过，还需要国务院正式通知国
会，国会有15天的时间审议。

最高法院裁决：支持 
奥巴马医改法案关键条款
此次裁决中，与Roberts持相

同观点的还有保守派法官Anthony 
Kennedy、以及法院的四位自由派成
员。这项裁决可能确保奥巴马医保法案
成为美国社保计划中的一个长期元素。

这项裁决意味着当前体系仍将保持
下去，补贴可适用于全国范围。而如果
这次法律挑战胜利的话，至少有34州的
640万人将无法获得每月平均272美元
的补贴。

这是三年之内，最高法院第二度驳
回保守派人士发起的重大法律挑战。这
两次的裁决书都是由Roberts撰写。但
与2012年法院以5-4票通过裁决所不同

的是，这次Kennedy与Roberts一样站
在了多数派阵营。

政治分析师表示，共和党仍将在国
会以及2016年总统大选的造势活动中
不停抨击奥巴马医保法案，以激励右翼
选民并筹措选举资金，不过在2017年1
月奥巴马总统任期届满之前，想要削弱
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机会不大。巴马称，
该法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部分。

“在挺过了国会超过50次试图废除
或削弱此法案的表决、总统选举中对此
项法律存废与否的考验、以及在最高法
院的数次法律挑战之后，平价医疗法案
将就此存在下去。”

印度现大规模考试作弊案
40多涉案人员神秘死亡

 据印度媒体6月29日报道，印度中

央邦此前爆发了大规模考试作弊案件，
目前已有大约40名涉案人员神秘去世。
有消息称，考试舞弊俨然已经成为一场
庞大的生意，此案可能涉及官位最高、
最有权势的人，案值高达数十亿。

近日新增两个作弊涉案人员死亡事
件。29岁的兽医纳伦德拉 辛格 托马尔
28日说胸口疼痛，刚到医院就已死亡，
死因至今成迷。另外，40岁的拉金德拉 
阿尔贾也在医院中因病去世。

有报道说，加上这两个新增病例，
已经有41名涉及考试舞弊案件的人员去
世，其中不少人死因不明。印度专门成
立了特别调查小组负责此案，小组主席
日前承认，至少有30人死亡。特别调查
小组3月曾表示，已经逮捕了大约1800
名涉案人员，但这只相当于作案总人数
的20%。

一位曝光作弊案的爆料人日前表
示，自己最近面临杀身之祸，有人意欲
行凶，而且身份不明。

中国股市继续下跌
沪指巨震跌近6%失守3700
周五A股延续大跌行情，沪指巨震

跌近6%，盘中一度下探3629点，周
跌幅超12%，板块全线下挫，两市逾
1400股跌停。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大盘在120日
均线附近徘徊，未来或将不断震荡夯
实，铸造一个坚实的平台，为后续行情
打基础。

虽然近期大盘暴跌一行三会紧急出
手救市，且不少公司大股东纷纷增持给
予市场信心、国家队也大力出手护盘。
但在恐慌情绪下，A股非但没有好的反
弹起色，反而变本加厉式出逃，经过周
四杀跌后，周五更进一步暴跌，千股跌
停式股灾也持续蔓延。

希腊债务危机：
公投前赞成和反对阵营将集会

      希腊将在7月5日举行是否接受国际
拯救方案的全民公投，在公投前希腊的
两大阵营，即赞成派和反对派将在首都
雅典举行集会。
　　报道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预计将
会现身于反对阵营的集会，支持不接受
救助方案的一方。
　　早些时候，欧洲领导人警告说，
投“反对票”意味着希腊可能会退出欧
元区。
　　希腊在失去国际紧急救助资金之
后，银行现金短缺，不得不决定关闭
银行一个星期，而且对人们提现设定上
限。
　　希腊与其债权人就其债务和还款事
项经过数月的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并于上周宣布就此进行全民公投。
　　报道称，赞成派和反对派两大阵营
都试图在公投日之前能够获得更多的支
持者。而根据3日希腊报纸的调查结果
来看，赞成派和反对派的比例为44.8%
：43.4%，十分接近。
　　但同样的问卷调查显示，74%的希
腊人希望继续使用欧元，只有15%的人
希望恢复希腊原来的货币。
　　
　　  (陈立英 整理）

IUPUI中文学校开学通知
        
IUPUI中文学校属于印第安纳大学人文学院世界语言文

化系。以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以学生为
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面向全市孩子招生，不论
年龄、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为所有学生提供上乘的办学
特色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具备专业背景且丰富教学经验的
教师团队和寓教于乐，趣味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有所
得，学有所用，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秋季开学时间：2015年8月16日
上课时间：周日下午1-4点
上课地点：723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IUPUI SL Building）
学校网址： IUPUI Chinese School http://www.iupui.

edu/~chinese1/
低龄学童： 中文/英文分班教学， 师生比例低于1：10而

保证每个学童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材施教。
高中学生： High school foreign language credit, certificates 

and AP class available
教材：本校使用专为海外中国孩子量身编写的双双中文

教材, 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课本配
有CD和加强练习册，让孩子在趣味语言的海洋里遨游。

教学设施：IUPUI提供
兴趣班：中文课后，我校为学生开设舞蹈/体操，画画， 

唱歌，国际象棋等多样兴趣班，专业老师授课，形式多彩
多样，为孩子健康全面成长提供上乘的服务。

学期活动安排：第一学期期终时，全校将举行中文文艺
表演。第二学期期中时，将有故事大赛及每年一度的全校
师生家人大团圆的野外聚餐。

本校不仅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也为中西方文
化交流提供平台，免费教授不会讲英语的家长日常用语，
包括考驾照考公民要求懂的英语。由于地处印地市中心
IUPUI校园内，学生上课时，家长可以参加健身班，或办公
购物，一举多得! 请记住我们的开课时间，速来加入我们
IUPUI中文学校吧，相信你和您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悲伤会有尽头，而爱没有尽头
（田飞的先生余强在追思会上的讲话）

       
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抽出时间参加田飞的追思礼拜，感谢

印城华人教会的兄弟姊妹的筹备工作。我代表田飞和我及其
我们的家人，向大家致以深深的谢意。

很多不能够亲自来的朋友和弟兄姐妹，他们也都以各种
方式表达了对田飞的思念和对我们家人的慰籍。看到今天这
么多的鲜花，尤其是白玫瑰，让我回想起当年向田飞求婚的
场景。我估计这个话题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因为肯定有
人很迷茫，田飞这朵鲜花是怎么插到我身上的。今天我就向
各位回忆一些我和田飞之间可以告人的秘密，是神的恩典让
我和田飞在一起20多年。

我92年出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田飞是一个很有志
气的人，她要自己以F-1的身份来美国读书。那时候中国的
Email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话也不是家家都有，从美国打电
话到中国还要每分钟$1,于是我们就在太平洋的两端，以手
写书信的方式保持联络。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位教会的姐
妹听说了这个情况就为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和田飞之间通
信的平安。这位姐妹当时没有祷告说保守我和我父母之间的
通信平安，结果我给我父母的信有寄丢失的，但是在我和田
飞通信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之间的一百多封通信没有丢失一
封，感谢主。为什么我这么确定一封都没有丢失呢，因为我
们每一封信都编了号，至今所有的信件都完好保存在我们的
卧室里。最近当我研究这两摞信的时候发现，虽然信的总数
一样，但是我的信要比田飞的厚出50%。原因是我每封信有
4-8页，而田飞的回信每一封是2-4页。由此可见，我是一个
爱忽悠的人，而田飞是个说得不多但干得不少的人。这也就
是为什么田飞后来可以成为Eli Lilly的科学家，而我却碌
碌无为。

说起白玫瑰，那是21年以前当我求婚的时候，田飞对我
的要求非常简单，说送她一支白玫瑰就可以。于是在1993年
底的北京，我跑遍全城不多的几个花卉市场，只找到一支有
点带点黄色的白玫瑰，田飞当时很宽厚地没有再为难我，我
们去登记结婚和领取结婚证的日子分别是94年1月3号和1月4
号，按现在的说法 就是一生一世。田飞的确陪伴了我一生
一世。

婚后的田飞来美国以后，除了完成学业以外，还努力学
习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虽然我不好意思评价田飞的烹饪水
平但是对她的不懈努力还是要表扬的，她逐步由当年只会做
著名的三菜一汤的水平到现在能做不少菜肴，特别是她烤制
的cheesecake是我吃过最好的。在此说明一下三菜一汤是炒
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以及西红柿鸡蛋汤。考虑到
田飞在做饭上缺少热情，我们家一般是我做饭，田飞每次都
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这使我有些沾沾自喜。直到这次田飞
生病，教会安排从2月份开始给我们送饭到现在，我一吃这
些弟兄姐妹做的饭菜才明白，田飞对我糟糕的做饭水平有多
么的宽容，她就是这样凭爱心说造就人的话。

田飞对孩子们的爱在孩子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每次生
孩子的时候她都不用一点止疼药，她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药
品对胎儿的干扰，让孩子们更加健康和聪明。我儿子Alex接
下来会汇报更多她对孩子们的关爱细节，各位也有机会亲自
鉴定一下，看她这样的辛苦付出是否在有了好结果。田飞即
使这次生病以后也不愿意用止痛药，怕影响智商，她希望康
复以后能够继续工作。1月底在她生病很严重已经住院的时
候，为了证实大脑依然聪明，她还要求我和她玩数学游戏，
那个时候她依旧做得很好。其实田飞对工作的热情和认真负
责的态度，在她攻读博士的时候我就经历了。在生我家女儿
Amy的当天上午，她已经感受到宫缩了，可还是自己开车去
实验室，完成实验报告，发给她的博士导师以后再去医院，
接着下午就把孩子生完了。

作为慈母和好妻子的田飞，在每个寒冷冬天的夜晚，她
临睡前都会看看家里每个人是否盖好了被子；炎热的夏天，
她都会在大家睡着以后查看空调通风口是否对着人吹，贪凉
的孩子们是否关了电风扇。

除了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外，是田飞带领
我们一家信主得救。1998年她率先决志，使我措手不及。
我当时想到的是，这样的话，以后去教会和查经班，都会说
是她的教会，她的查经班，最可怕的是，她的弟兄姐妹。这
样我和教会就成了一种裙带关系啦。不过感谢主，在田飞信
主不久，我也决志了，并和她一起受洗，我终于可以理直气
壮的说这是我的教会，我的弟兄姐妹，可以称主耶稣是我们
的阿爸父。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来到Indy之后，田飞因为积
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和教会服侍而与大家更早熟识，我还是
经常被人介绍说这位是田飞的老公，于是大家很客气的对我
说，田先生，幸会。

大家都知道田飞很喜欢跳舞。1992年我和她谈恋爱，在
她家附近压马路的时候，有位中年妇女截住田飞说，每天
早上有田飞在前面台上领着跳健美操，大家都很积极参加，
又问为什么最近不常来领她们跳了。看来在她上大学的那个
时候，田飞就成为后来风靡中国的广场舞的先行者。其实田
飞的引领潮流的才华不只在跳舞：我们结婚以后，她对我的
称呼是“亲”，请注意，那是1994年初，那个时候还没有
Amazon和Ebay，也没有阿里巴巴，那个时候马云还在杭州当
个不得志的英语老师。可是现在“亲”已经泛滥成为网购的
问候语。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为田飞引领了这个潮流而高兴，
还是应该对不尊重田飞知识产权的行为予以鄙视呢。除了对
唱歌跳舞的喜爱以外，田飞用神给她的机智幽默的恩赐，在
我们教会每年的新春蒙恩晚会上陆续塑造了大卫的卫兵，酒
政和剌合等圣经人物形象。我和她在家里排练的时候，她还
希望表演得更丰富些。但是作为这些小品的作者和导演，我
劝她说如果你的戏份太多，别人会认为我潜规则你了。田飞

回答我说：难道你没有吗？
非常感谢主的保守，我和田飞能够这样快乐地生活21年。

但是我觉得和田飞的日子没有过完，希望在天上可以继续。不
过不知道下一次我还能不能追上她。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在她
弥留之际，我不止一次在她耳边说，让她在天上等我，不要和
别人跑了。

感谢主在赐予田飞每一个有生命气息的日子里，让田飞活
得精彩，都有神的恩典。田飞从一月份开始住院到6月12号非常
平静地安息主怀，让我们看见了她如何勇敢顽强地以羸弱之躯
和疾病抗争了半年的时光。在这过去的近半年，感谢大家的鼓
励支持，让我能够做我最喜欢做也最简单的事情，每天陪伴田
飞。虽然说不出来，其实田飞什么都知道，她会帮我梳头，摸
摸我忘记刮胡子的脸，在生命最后阶段，她写出这辈子的最后
一个字就是我的姓，那个多余的余。悲伤会有尽头，而爱没有
尽头。没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爱是在我们的主
基督耶稣里的。

田飞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