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8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November 6， 2015  休闲·生活  Leisure & Living

       中 秋 月 饼（上）                                     李   宏

For all of your automotive needs.
New, Pre-owned, Service

w w w. B u t l e r A u t o . c o m

For all of your automotive needs.
New, Pre-owned, Service

For all of your automotive needs.
New, Pre-owned, Service

Recently, IAAT has learned from Dr. 
Roark at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that 
since 1971, the incidence of myopia has 
increased by 66% in the United States! 
Luckily, there are also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deal with this epidemic of 
myopia.
What is CRT? 
CRT is the abbreviation for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which was approved 
in the US in June, 2002 and has been used 
with success on many patients at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since 2003. This treatment 
involves wearing a special device at night to 
reshape the cornea and typically eliminate 
the need for glasses or contacts during 
daytime activities. It has also been found in 
worldwide research to be very effective at 
reducing the rate of myopic increase.
What is the best age range for CRT 
treatment? 
There is a unique, potential window of 
opportunity- from preschool age into the 
20s- to make a signifi cant reduction in the 
rate of myopia development. The earlier 
treatment is started, the better.
Are there other treatment options 
available? 
At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we typically 
choose either CRT o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treatments, also supported by 

worldwide research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1) Special Soft or Rigid Contact 
Lenses are sometimes prescribed for 
daytime use.
     2)  Certain designs of eyeglasses have 
also shown the ability to reduce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myopia as well
How do I fi nd out the best treatment 
option for my child?
The fi rst step is to schedule a complete eye 
examination with Dr. Roark or Dr. Summers 
at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After 
the exam, the doctors will provide a free 
consultation and discuss the recommended 
approach. Don’t miss your chanc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your child’s vision and lif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Dr. Roark and Dr. 
Summers
Dr. Roark graduated with high honors 
from Indiana University with a Doctorate in 
Optometry. He i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Optometry. Dr. Roark enjoys 
providing Optometric services for patients of 
all ages. 
Dr. Summers graduated from IU with 
honors and earned her Doctorate in 
Optometry. She i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nd Indiana Optometric 
Associations. Dr. Summers is currently 
accepting new patients of all ages!

    金秋时节，丰收，喜庆，祥和，感恩。
    2015年十月三十日晚，一年一度别开生
面的AWANA秋收节在印城华人教会体育馆再次
拉开帷幕。走进教会，只见宽敞的体育馆在
富有爱心和心灵手巧的同工们的精心装扮下
显得格外温馨有趣，秋意甚浓。参加AWANA俱
乐部的孩子们身着鲜艳夺目，独具特色的节
日盛装，欢声笑语，在秋收节上合影留念，
尽情享受着各种游戏，手工，当然还有怎么
都不能少的糖果。今年的节目和往年一样丰
盛，有男孩子屡试不爽的吃热狗比赛，叼苹
果比赛，可乐瓶套圈；小女生们钟意的彩绘
脸，捏气球，筷子夹糖豆；更有人人喜爱的
室内气垫蹦床，秋叶艺术手工，装饰曲奇饼
干等等，真是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最
后的Piñata 打糖盒游戏更是把欢乐的气氛推
向高潮。可爱的孩子们望着手里鼓鼓的糖袋
和自己赢来的各式奖品，无不喜笑颜开，流
连往返。
    说起AWANA，来自印城周边社区的家庭
都不会感到陌生。AWANA是英文“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提摩太后书2
：15)的缩写。那么神的工人不以为羞愧的又

是什么呢？ 那就是以教导神的话（圣经），
传讲福音为使命，以培养造就爱神爱人的年
轻一代为目标而做的福音事工。
    位于印城华人教会的AWANA距今已有十
六年的悠久历史。十六年来，感谢神的保守
和恩典，从AWANA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

人，带着神的祝福，开始了自己与神同行的
丰富人生。十六年来的每一个周五晚上，三
岁到六年级的来自美国和中国家庭的孩子们

聚集在AWANA，七点三十分准时开始升旗宣
誓仪式，接着按照不同年龄组轮流开始竞技
游戏，敬拜唱诗，主题讲座和背诵经文的时
间。九点钟活动结束后，AWANA俱乐部还准备
了点心和水果供大家享用。孩子们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里认识耶稣，了解祂的教导，伴随
着祂的话成长。福音的种子就这样慢慢地在
他们心里开花，结果，不管将来走向何方，
能够认识耶稣成为他们这一生最美丽的祝
福。
    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
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
人。”（马太福音19：14）。来吧，亲爱的
孩子们，AWANA欢迎你！
  印城华人教会AWANA联系人：
 Patricia Huang 317-440-9217 

     春去秋来 恩典永驻
              ——秋收节和AWANA      
                                     文/赵群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Myopia Control, Contact Lenses

近视控制, 隐形眼镜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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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月饼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月饼
各有各的失败。
    今年端午节第一次包粽子，很意外，非
常成功，欣喜之余跟儿子许诺：“儿子，等
到中秋节，妈妈给你做月饼。”
    中秋临近，打开网上的月饼方子，林林
总总，每种配料都七七八八，让我看了头
痛，哪有没有变通之道呢？
    应该有吧，我希望,因我最近有一次成功
的变通。
    之前烤排骨是参考网上流传的一个配
方，有干料，有湿料，都要自己配制，几次
下来就不耐烦了，就大胆尝试使用市场上现
成的调料。很快发现用一种粉粒状的烧烤调
料作干料，用一种韩国烧烤酱作湿料，烤出
来的排骨真有种惊艳的感觉，曾未有过的美
味，理所当然这道排骨成了我的一道保留菜
式。
    把它放到我的菜谱中时特意写了小记：
千万不要因这道排骨做法简单而小看它的味
道。其实它比红烧排骨更浓香美味，口感软
硬适宜，因为这别致的做法，更因为所用两
款烧烤料含量的奇妙和丰富。与其说我在推
荐这种烧法，不如说我在推荐这两款烧烤
料，它们配在一起烤排骨的味道真是出乎意
料，实在是洋为中用的典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朋友的期待也
是种力量。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我是否有做月
饼的方子，我回答正在尝试。其实网上的月
饼方子不下十种，根本不缺我的方子，但朋
友的意思我明白:独缺一种简单易行的方子。
    正如人们不想一步一步的走路，先发明
了自行车，继而是汽车；正如人们不想一
针一针的缝衣，之后发明了缝纫机。所以寻
求简单易行绝不是懒惰消极，相反，是正能
量，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推动社会进
步的力量。
    这个中秋节，我就是这个正义力量的化
身，生活中无小事，我肩负着历史的重任。
 
    月饼馅相对简单些，比较好拌，关键是
月饼皮，成分和程序都很繁复，如果我能摸
索到一种现成的月饼皮，岂不是功德无量。
    想想月饼皮的口感和味道，和美国的甜
酥饼干，牛角面包，批萨都不完全一样，但
都有一点点相像。正是这一点点相像，成了
我的线索，成了我的灵感来源。我把这三样
的生面团都买了回来，想把它们揉在一起当
月饼皮，这样就不简单了，内容也能有个七
七八八，丰富如正宗配方。我实在无心一一
对照两者的成分及比例，只盼望它们能契
合。如果我调制出来的月饼皮效果能保障，
甚至更好，那么，用歪打正着就能够准确描
述这种大圆满结局。

    可惜，把它们混在一起时麻烦就来了，
甜酥饼干的面团根本不配合，粘的到处都
是，里面的奶油糖块硬硬的支棱着，擀皮时
完全不服从擀面杖。明知道甜酥饼干的面团
买错了，不应该是含有奶油糖块的，但当时
我创作激情高涨，哪里停得下手再出去买别
的。
    只能将错就错，接着往下包，可发现皮
的韧性不够，完全包不住馅，还是甜酥饼
干面团惹的祸。面对眼前一大堆的面团和馅
料，总得清理战场吧?只得硬着头皮接着包。
后来的事态就比较慌乱，用了各种方式，
包，裹，卷，又抻又捏，可皮不裹馅，全往
手上沾，忙的我没了方寸。

    终于，手中的每一团都上了烤盘，赶紧
推到烤箱里，总算松了口气。五六分钟过
后，我打开烤箱，看看要不要刷蛋黄。这道
工序简单易行，我无意革除。
    但见我的月饼赫然像个发糕，正在徐徐
的膨胀，才意识到这三种面团都是很会发酵
的。这样的大发糕怎么看都不像月饼，也不
会因为刷了蛋黄而像月饼，我就省了这道工
序。

    出炉的“月饼” 因甜酥饼干面团的缘
故，表面不光滑，连面包都不像，表面像发
糕，形状像一个硕大的爆米花，由内向外绽
放着，翻卷着，其形象很能代表富态和圆
润。
 
    儿子放学回来，一进门照例一句：“今
晚吃什么？”
    我回答：“现在就可以吃妈妈试制出的
月饼。”
    儿子书包都没离肩膀，大步流星奔向厨
房，当看到烤盘里的一团团，诧异道：“这
就是你说的月饼？”
    我说：“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无论是
皮还是馅，妈妈的用料都很考究，所以味道
还是很棒的。”
    儿子不置可否的上了楼，并无品尝之
意。望着他的背影，我想：“不吃不像月饼
的月饼，恐怕作不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是个礼拜五，晚上在我们查经小组聚
会结束前，我不无遗憾地说：“本来打算给
大家带些自制的月饼来以增添节日气氛，可
惜失败了，我的作品毫无卖相，实在拿不出
手。”
    先生接嘴道：“但是味道很好。”
    我忙说：“味道不可能不好，我用的都
是好材料，尤其是馅，说是五仁的，可我搜
罗了家里所有的果仁，有核桃仁，花生仁，
杏仁，松子仁，瓜子仁，另加黑芝麻，糖椰
丝，陈皮，葡萄干，用柠檬汁和蜂蜜调制，
这算下来七仁八仁都有了，味道不好就没天
理了。”
    
    朋友懿问：“怎么会失败呢？”
    我答道：“不是嫌麻烦嘛，我用甜酥饼
干，牛角面包和批萨的生面团揉在一起作月
饼皮，企图蒙混过关。”
    朋友珺一付不可思议的神情：“你太有
创意啦！”
    我无奈道：“这不是残酷的失败了嘛！
否则，对于你的夸奖，我一定海量海涵。”
    他坚持到：“你真的很有创意。”
    人非草木！朋友珺因我的创意，无视结
果如何，竟一味的赞美，始终不改变他支持
鼓励的心意。如同无视我的创意和期望，那
三种面团，不改变其发酵的本质一样。
 
    第二天的礼拜六，等我忙活完，都到中
午了，依然不死的是我那要做月饼的心。我
觉得这次应该收收锐意改革创新的野心，认
真些，尽量循规蹈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模子，不成
月饼。第一步是去邻居胡先生家借月饼模
子，他说正好胡太太回国，今年就不做月饼
了，模子拿去随便用。我信口开河：“你
就等着我的月饼过中秋吧！咱们还模子时
见。”
          『未完待续』

 ···原载于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诱人的月饼令人跃跃欲试

排队也要蹦一蹦   摄影/赵慧茹

画什么模样好呢？    摄影/赵慧茹

谁家的开心孩子？    摄影/赵慧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