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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華人教會的青少年團契為幫助世界各地貧困飢餓的兒童,在本月18-19日兩天開展飢餓

30小時及全天的義務社區服務.他們透過数月的教會義賣及社區服务給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募款,目標是每年1萬美金，感谢教會和社区的熱情支持，他們歷年都超過目标數目。

CPA, PhD 十七年经验
资深移民律师

 报税: 个人，企业 Tax Returns
 会计簿记Accounting Bookkeeping
 薪资服务 Payroll Services
 会计软件 Accounting Software
 公司设立 Business Formation

办理各类移民

 家庭类移民 (Family-based Immigration)
 工作类移民（工卡，绿卡）(Green Card)
 特殊签证 (Special Visa Services)
 公民 (Citizenship) 

注册会计师, 

www.shomoimmigrationlaw.com xushomo@gmail.com
6214 Morenci Trail, #203, Indianapolis, IN 46268, USA

(317) 224-7832 中文, English

(317) 217-8548 English, Spanish 
Russian 英文，西班牙语，俄语

商学院副教授

 上诉 (Appeals)

Hongjiang Xu

免费电话咨询 Free Phone Consultation

- 在北印第安纳, 本琴行的钢琴种类和数量
最多 

 
-   价格绝对优惠 
 
-   我们提供最佳的价格和购物体验 
 
-   适合各种预算的优秀钢琴品质和级别 
 
-   请带来你的报税表，退税金就可为任一款
式的钢琴首付缴费 
 
 
     本琴行是 * Yamaha授权经销商* 

2135 Industrial Parkway
Elkhart, IN 46516
574.210.9078
pianomarketplus.com 

三月份，本琴行出售的钢琴均免税促销 
 
好消息 ！ 
电子钢琴 ，竖式钢琴, 和三角钢琴, 
店内所有钢琴优惠出售！ 
 
 

ALLISONVILLEEYECARENOWOFFERS
WAVECONTACTLENSES–
WHYWEAR“GENERIC”LENSESWHEN
YOUREYESDESERVEBETTER?
Everyfingerprintisunique,andthe
sameistrueoftheeye’scorneal
tissue.AllisonvilleEyeCareCenteristhe
onlypracticeinIndianathatoffersthe
technologytoprescribeWaveContact
Lenses,whicharecustomdesignedlenses
toperfectlyfitanycorneal“fingerprint”.
Aspecialvideocameraisusedtomap
thousandsofpointsonthesurfaceof
theeye,andthecontactlensisthen
developedbasedonthisinformation.The
resultisunmatchedcomfortandvisionfor
thepatient.
Additionally,Drs.RoarkandSummersare
certifiedintheuseoftheWaveNightLens,
whichgentlymoldsthecorneaduring
sleeptoeliminateorgreatlyreducethe
needfordaytimeuseofglassesorcontact
lenses!Thisapproachhasalsobeen
showntoreducetherateatwhichmyopia
progresses-especiallyimportantfor
childrenwithadvancingmyopia.
Pleasecallforanappointmentat317-
577-0707toseeifyouareacandidatefor
WaveContactLenses!WecanFitWAVE
ContactLensesforMyopiaControl”

(Seepg1)Also,weencourageyouto
visitnightlenstherapy.comforadditional
information!

当你有更好的选择时，为什么还要用普
通的镜片？
－ALLISONVILLE眼科护理中心现在为您
提供更前卫更贴心的WAVE隐形眼镜。

每个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同理，眼睛
的角膜组织也是如此。Allisonville眼科护理
中心是印第安纳州唯一可以提供这项技术并
为您订制WAVE隐形眼镜的眼科中心。它用
特殊的摄像机来扑捉眼睛表面上千个映射点
的信息，并将此信息用来设计镜片。这种度
身定制的镜片会完美地适应任何角膜的“指
纹”。其结果是无与伦比的舒适性和视觉的
极大改善。
中心的洛克博士和萨默斯博士均已得到
认证许可，为患者提供WAVE隐形眼镜的夜
用型镜片。睡眠其间，不知不觉地重塑角
膜，以此取消或大大减少白天使用近视眼镜
或隐形眼镜的需求！这种方法已经被证实非
常有效地降低了近视的恶化，尤其是针对近
视儿童，具有极其显著的效果。
请致电预约,电话是317-577-0707，看
看你是否适合配戴WAVE隐形眼镜。可以进
行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有效控制近
视(详情请见首页)此外，我们建议您登陆
nightlenstherapy.com以了解更多信息！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信主，
在二〇一五年一月份来到美国之前，我在
中国昆明的教会全时间参予教会服侍已有四
年。
感谢神的恩典，二〇一五年很快过去，回
顾这一年神在我生命中丰富的祝福，正如诗
篇65:11“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
都滴下脂油”。神的慈爱真是信实广大，恩
典无法数算。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曰，感谢神平安顺利的
赐给我女儿一个健康、可爱、漂亮的宝宝，
我的第一个孙女。当我照顾女儿月子到宝宝
三个月时，我顺利的得到了美国未婚妻签
证，我认为女儿结了婚、生了孩子，我基本
的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职责，可以把女儿一
家交在神的手中并放心的离开。
我和我丈夫Alan的婚姻，是我从来没有想
到的。认识Alan之前，我只是常常祷告求神
赐我一位敬虔爱主的丈夫，我沒想到会是一
个外国丈夫。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Alan弟
兄。Alan写信给我介绍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我看他的照片很和蔼慈祥，所以我回他信。
当时我就反复祷告神说：“主啊！我不了解
他，你了解他，如果他是你赐给我的丈夫，
请你让我们的交往和一切都顺利，如果他不
是你赐给我的丈夫，请你拦阻，我愿意顺服
你”。在这之后我们相互E-mail书信和QQ
视频交往了一年，这一年中Alan三次到昆明
来看我和我的家人，以及认识了我的教会牧
师和众弟兄姐妹，并且向我求婚。定婚后，
从提交所有材料到得到签证，仅是三个月的
时间。二0一五年一月八曰Alan到广州陪我
面签回昆明后，我们等待得到签证后，才敢
订购我前往美国的机票，Alan是在美国两
个月前就订的往返连程机票，眼看Alan回美
国的时间只剩一周了，我还没有得到签证，
当时我们商量，只好他先回去，我随后自己
来美国，因我不会英文，很担心，很想和他
一起走。感谢主！没想到，第二天我就得到
了证，很快的买到了和Alan同一班的连程机
票。这一切都太顺利、太奇妙了，我相信这
些都是神的恩典。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晚，我们平安的
到达了印第安娜州的家中，三十一日我们在
Alan美国教会牧师和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姐妹
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第二天，二月一日到
印城的第一个主日，我就迫不及待的让Alan
带我来到了印城华人教会礼拜，自从那以
后，我和Alan就一直参加主日崇拜，我参加
敬拜祷告的事奉。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五月份查出我的丈
夫患有食道癌，当从医生那得到这确切的消
息时，我哭了，感到一切都太突然、彷徨和
无助，刚到美国结婚才三个月，因为气候寒
冷，我常常感冒头痛、睡不好、语言不通、
和丈夫交流不畅、远离家人、又要溶入新的
教会，这一切还没有喘过气来适应这里的生
活，此时，丈夫又得了这样的大病，我一时
很难接受，所以抱怨神说：“主啊！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和计
划是什么？”感谢主！在这时候，神借着一
位姐妹的口对我说：“神要借着这个苦难，
如同雅比斯的祷告来祝福你和你丈夫的婚
姻”。当时我就醒悟了，下定决心要靠着
主，坚强的面对一切，好好的照顾我的丈
夫。
当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得知Alan生病的消
息，就迫切的一直为Alan祷告，Alan手术的
那天一大早，我们教会和Alan美国教会来了
二十多位弟兄姐妹，为Alan手术顺利祷告，
并守候在手术室外，五天的住院期间，教会
弟兄姐妹不断的来探访，有的送衣服、有的
送食物、有的送水果、有的帮助翻译，一连
五天我都没有到医院餐厅吃过一顿饭，都是
教会弟兄姐妹们送来的，直到Alan出院后，
弟兄姐妹们又到家里来看望和电话问候，一
直不住的祷告，让我和Alan倍感神家庭的温
暖。

感谢主！在教会弟兄姐妹不住的祷告和
爱心关怀下，Alan很快康复后，顺利的完成
了放射性治疗。在这期间Alan虽然受了很多
的痛苦，但是神的恩手一直没有离开过，主
赐他信心和力量挺了过来，奇迹般的好了起
来。神的慈爱真是奇妙，Alan是个勤劳的农
夫，有一个大农场，从今年四至五月份把粮
食顺利的播种完后，在我们结婚后三个月（
我可以照顾他时）才发现得了这个病，六月
份做手术，到十月份秋收时节，Alan已经完
成了所有的治疗并恢复了体力，将所有粮食
一点没少的顺利收割完成。六月手术时Alan
刚好满65岁，医疗费可以节省不少。真是感
谢赞美主！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
路高过人的道路！
经历这病痛的苦难后，我和丈夫的感情
有了很多的增进，彼此有了更深的信赖和依
靠，我们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这一切都是
主的恩典。
我感谢主！把我带到这个充满爱、有神

同在的教会，感谢众弟兄姐妹的爱心付出！
我感谢主赐给我这么善良、正直、敬虔的丈
夫，感谢我的丈夫辛勤的工作，供应我生活
需要的一切，让我能专心的学习英文和力所
能及的参与一些教会服侍。
当我看到印第的秋天是那么的美，我感谢
上帝把我带到这个地方，他为我预备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为我之前对神有一些的
抱怨，向神深深的认罪悔改！
在我信靠主的人生道路中，虽然今后还会
遇到一些困难和难处，但是，我相信主的恩
手从来不会离开过我，主用他那钉痕的手牵
引我、陶灶我、建立我！正如诗篇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
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
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
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
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

我且要住在袮的殿中
文/李恩光

作者和她的丈夫Alan

青少年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