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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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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Mart

中华超市
Oriental Grocery Store

317-845-8892

Store Address: 
6103 East 86th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www.asiamartgrocery.com

We Accept PaymentsOpen Hours: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 9:00 PM
Sunday 
10:00 AM – 7:00 PM

怀念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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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余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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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余強

和余強第一次約會

Fire has been used a source of 

heat. Like a flame, she spread her 

warmth to those around her. She has 

touched all of us, particularly Amy and me, 

and we hope to honor her life with our own. 

As Lao Tzu once said, “the flame that burns 

twice as bright burns half as long.” We wish 

she did not depart so soon, but ultimately it is 

not length of life but rather depth of life that 

matters most. 

 

兒子 Alex

和兒子Alex

和女兒 Amy

Her quiet confidence and 

pride in what she did was only 

known to people who were closest to 

her. Like a fragrant flower that produces 

the same lovely fragrance no matter how 

it is handled, Fei’s friendly and pleasant 

disposition was steady and unshakable no 

matter how stressful or desperate the 

situation.
Shobha Bhattachar

Eli Lilly

你还记得吗？小时

候我比较贪吃，当时家

里不富裕，如果爸妈拿来两

个好吃的东西，你总是先让我

挑，我挑了大的却吃不完，你看

到了却从不说任何话；到下次再

挑的时候还是礼让我先，完全

不在意自己得到东西是大还是

小，是好还是坏。

妹妹 田力英

见到小飞，她半闭着那双

无神的眼，当儿子抓着、抚

摸着母亲的手时，小飞双眼中

流出了泪，那是什么？那是母亲

的心、那是母亲的企盼、那是母

亲的希望。我一直揉摸着小飞的

腿从冰冷到有温度回暖的变化，

想着小飞还坚持地撑着。

张伟萍

吉檀迦利中有这样一句：

夜去明来

 时代像花开花落

 你晓得怎样等待

 你的世纪

 一个接着一个

 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

亲爱的柿子，你是泰戈尔笔下的神

韵，你是我们心中的自然赐予的花。

田飞大学同宿舍好友

“你甜美，你甜美的梦，随着秋叶一起飘落 ”。

 一个年轻的生命孕育着多少绚丽的梦。余强告诉我们，在你病重期间，你不愿用止痛

药，担心那些药会伤害你的脑子，破坏你的思维能力， 你准备着回到你喜爱的工作。是怎

样甜美的梦和对未来的向往，让你忍受那眼前病魔的摧残， 让男儿汗颜。

“飘落 ，飘落 ”

 “远去了你的欢乐 ”

 —不，不，这一切并没有远去。你远离聚光灯光环下美丽的笑脸和个性感染过你熟悉或不熟悉

的朋友。你留下了出类拔萃的优秀，谦谦的优雅和你静静的甜美。

 你年轻的脸庞告诉我们，在那煦日的和风下，你还会为我们跳舞，为我们唱歌。

朋友

有机会我要告诉Alex 

和 Amy：你们有一最伟

大的母亲，你们一定要坚强

生活，这是对母亲的最大的安

慰。

愿田飞在天堂里得安息。愿田飞

丈夫和家人在主里得安慰。

黄少华

田飞姐妹安息，余强弟

兄和孩子们节哀，上帝永

远与你们同在！

 希望我们仍然活着的人加倍

努力，找到一个有效的早期

癌症诊断的方法，也算是对

逝去的人的最好的纪念！

刘四九

无数次，我们一
起伴着夕阳骑车回
家，到对方家中玩

耍，分享各自心底的
小秘密。那些一起长
大的日子，永远是我
们记忆中温馨的片

段。

陈红梅，周志华

美丽的舞者，她对舞蹈的感悟和

执着让她当之无愧成为娇者。

杰出的科学家，为药物研发她兢兢业

业贡献着她的才华。 

鞠躬尽瘁的母亲，她兼顾家庭与事业，

培养出二位优秀的子女。

爱与被爱妻子，她对先生的至爱，常让

我想起她提起先生时眉眼含笑，细语柔

润让自然的温馨款款而至。

飞，天堂里没有疾病和痛苦。一路走

好！

王涛

和兒子Alex

大學時代的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