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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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眼科检查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激光视力保健

双目视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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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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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HEET MUSIC!

-PIANO RENTALS!
-PIANO LESSONS!

-FINANCING AVAILABLE!
-NEW & USED ACOUSTIC & 

DIGITAL PIANOS!

2135 Industrial Pkwy.
Elkhart, IN 46516

574.210.9078
pianomarketplus.com

MENTION THIS AD AND RECEIVE A DISCOUNT ON 
YOUR NEXT PURCHASE WITH US!

Visit Our Showroom In Elkhart! 
We’re located just 5 minutes from the Downtown Elkhart! 

『编者按』7月18日，在印城生活和工作多年
的常洁姐妹因病痛的折磨，暂时的离开了我
们，她美丽的容颜，高贵典雅的气质，多才
多艺的魅力，坚毅又坦然的内心是留给亲朋
好友永远的回忆。下面是朋友们在她追思礼
拜上的缅怀。

         文 / 李 顺

         得知常洁姊妺病逝的消息，好几个晚
上都睡不好。追思礼拜当天一大早就醒了。
脑子里浮现出一慕慕和常洁在一起的美好时
光。印象最深的就是2013年她在IU手术之后
在医院的情景。我心痛的看着病痛中的常洁
姊妹，虽然她身体很虚弱，但她是那么充满
信心和喜乐，她看上去是那么完美无暇。追
思会前我问自己，怎样才能用几个简单的字
眼来描述常洁呢？我总结出三个字。那就
是“真善美”。她对神的爱，对剑君，对女
儿和朋友们豪无保留的爱是那么纯真。善良
是常洁的标志。她总是以诚相待。对朋友百
分之一百的关怀。她无私地帮助每一个有难
处的兄弟姐妹。今年三月在她和癌症艰难的
拼搏之中，她给我留言，希望我替她帮肋一
个刚刚从中国来美，生活不够适应的姊妹。
她“完美”。她那纯洁无暇的美貌和那温暖
人间的爱心，就象天使一样的完美。
    感谢亲爱的上帝，把常洁姊妺带到我的
生活中。十年前刚信主不久，我有幸认识了
常洁。她带我读经祷告。我们每周一中午十
二点，用中饭的时间在电话里查经。她带我
更多地认识神，帮助我
领会神的箴言。很快我
们就成了很亲近的好朋
友。
    我和常洁都在礼来
药厂工作。礼来有个中
华文化会。常洁曾是中
华文化会的活跃分子。
她曽带领Mother Club, 
和礼来的姊妹们，探讨
人生，切磋如何教育好
子女，如何做个好妻
子，好妈妈。怎样兼顾
好生活和工作。常洁病
逝，是家人的损失，也
是礼来的损失。
    常洁虽然走了。但
她美丽的笑脸，清泉般
的歌声，将永远活在我
们心底。约翰福音11章
25-26节。耶酥对她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虽然死
了，但必复活。
    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思常洁，但更重要
的是庆祝她短暂，美好，精彩的人生。在
墓地下葬的瞬间，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可
是太阳却高高地照耀着大地。天亮亮的。好
神奇。在那遥远的天际，必有彩虹高照。象
是神精心设计的乐曲，迎接常洁姊妹欢歌起
舞，走向那美好的永恒。

         文 / 乔 美 花

    七月十八日惊悉常洁姐妹回天家，尽管
早知结局但还是没想到这么快。和她相处的
一幅幅画面不禁浮现在脑海中。
    我和常洁原是礼来同事和朋友。在印城
生儿育女十几年，她家两女儿和我的两女儿
同龄，我住印城东边她住南边。
    我们最早在Greenwood华人查经班，后
来东边成立了第一华人循理会，离我们家很
近，所以我们又在一起做礼拜。常洁虽然有
小小孩儿但她和先生常常帮忙做口译和录音
亊工，因为我们的John牧师是美国人。有一
段时间她还召集我和王君姐妹午歺时间一起
查经。2010年我家搬到Carmel, 没多久她家
搬到伊州，大家又忙于工作和孩子，所以交
集变少了。
    2013年她回印城做肿瘤手术，我们全家
去看她，她做了切除腹部肿瘤手术可是见到
的她却是笑咪咪很平安，即便是在描述她的
手术时。没想到那次的相见竟成了我们的永
别。
    去年听说她癌症晚期，一直想着去看
她。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但我们都
在微信姊妹群，不觉得我们有距离，尤其是
读着她一份份微信见证，聆听着她天使般的
声音，让我对昔日的这位朋友有了更深的了
解。       
    这次祁戎姐妹开车1275miles，带领李顺
姐妹和我代表印城礼来同事，姐妹以及朋友
去亚特兰大送常洁最后一程，虽然路途辛苦

但我们很欣慰。有很多姐
妹朋友虽然不能成行但都
希望我们把她（他）们的
心意一并带到。常洁姐妹
生前去的Greenwood 查经
班弟兄姐妹以及印城第一
华人循理会牧师及姐妹们
都赶去参加了常洁的追
思会。
    常洁就像一支蜡烛点
燃自己照亮周围许多人。
我相信她全职传福音的夙
愿已经通过她的文字见证
和歌曲传递出去，常洁的
先生邢剑君也表示他正在
努力把常洁的手稿整理出
书，帮她完成的心愿，我
们期待中。
    附几段经文，圣经中
提到上帝也恨死亡。
    以赛亚书 25：8他
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
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

人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
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哥林多前书15：25一26因为基督必要做
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
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 追思常洁姊妹

常洁姊妹

洁心正行化蝶冰清玉洁
『编者按』印城华人教会主办的秋季佈道特
会将于9月30日至10月2日举行。本文作者华
欣为特邀主讲。

        世事纷纭，人们渴望知道真相，但真相
却常常裹在厚幕深帷之内，扑朔迷离，不露
真容。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拍了《罗
生门》。电影从剧中人“不懂，真是不懂”
的感叹开始，讲述一桩迷案。其中强盗、樵
夫、死者妻子和死者的“亡灵”对案情的讲
述，各自成立，但互不相合，让听者莫衷一
是。影片获得了包括奥斯卡荣誉奖在内的
多项国际大奖，“罗生门”也成了“一桩案
件、各自表述”的代名词。

        真相不明还能寻求公义吗？旧约圣经
《民数记》第五章11到31节，上帝藉摩西之
口，晓喻以色列人，当丈夫疑猜妻子不贞时
应该怎样做。这段律例给今天的疑案处理带
来了亮光。

        三千多年前的犹太人法典，境遇大不相
同，在现代社会中还能应用吗？邓英善博士
编排的研读版圣经，把《民数记》第五章1节
到第十章10节，分成五个与“分别为圣”有
关的段落，标上总主题，“以色列人分别为
圣”；这样就把那些看似凌乱繁琐的条例梳
理在一起了，提醒我们去看经文中的精意。
条例显然不能直接照搬，精意原则却可以世
代遵循。

        先看案例的情形：丈夫疑妻不贞，但是
没有实据。困难之处在于三无：没有目击
者，没有见证人，更没有当场查获。真相无
法查明，双方各执一词，但丈夫已经由疑生
恨，关系濒于破裂。与此类似的情形，现代
社会中不是也常常见到吗？连法庭也无能为
力，圣经却给出了四方面的原则。

        原则一：带到祭司前 – 此原则强调不
能私设公堂，自行处理。丈夫无论觉得自己
多么占理，都不能在怒火中找几个亲戚作帮
手，私下把妻子处以极刑。必须带到神所膏
立的祭司面前，由第三方的，没有预设立场
的专业人士来帮助解决，并且双方都要服从
在其权柄之下。

        原则二：按既定程序处理 – 此原
则强调的是程序公义。祭司要让被告
献祭、起誓、喝苦水，谨慎地照章而

行。今天当然不会再同样办理，但是仍需
要有事先定下的、严格正规的程序，在专业
人士的督导下进行，以保证程序的公正，透
明。请注意，按此条例，被告在祭司面前不
能保持沉默，必须如实回答自己“做了”还
是“没做”。

        原则三：平衡的审判 – 这是此条例最奇
特的地方，祭司以 “若是⋯若是⋯”的模式
来作结案的宣告。祭司不定被告的罪，对被
告有罪的情况和无罪的情况，分别宣判。这
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也不是推托责任，
而是在真相无法求证的情况，保护弱势的被
告，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来作的。对有
罪情形的判词，对被告有震慑，对原告有交
待，对旁观者有教育。两方面的判词放在一
起，体现出从爱心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的原则。

        原则四：主权归上帝 – 经文三次提到
“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原
则。真相无法求证的时候，着急也无用，若
是动了血气鲁莽行事，反而会给撒旦留地
步。有人问：那妇人若说了谎，真的会“大
腿消瘦，肚腹发胀”吗？若是被冤屈的，真
的会怀孕吗？圣经中没有记这方面的实例，
或许可以到犹太人的历史文献中去查考。这
里的精意是，把目光推向将来，在信心中等
待耶和华的作为彰显出来。无论妇人是否怀
孕生子，她最后都是要与耶和华面对面的，
在全知全能全在的耶和华面前，真相永远是
赤裸敞开的。而审判者是他，惟有他，我们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用十六个字来总结：专业办案、程序公
正、平衡审理、主权归神。真相隐藏之时上
帝的公义依然彰显，为圣经中历久弥新的真
理感恩！

真 相 难 寻  公 义 可 待
             文 / 华 欣

        爱加倍华人教会将举办医疗保健讲座，
有专业中文翻译。
时间：8月27日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
地点：CARME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21  SOUTH  RANGELINE 
RD，CARMEL，IN 46032 ）
题目：了解阿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主要注重于阿兹海默症的预兆和
症状，风险因素以及对于患者和照顾患者所
具有的资源。
        讲座时间约30-40分钟，问题解答约30分
钟，之后有30-45分钟的茶点和沟通的时间。

Topic: Understanding of Alzheimer Disease 
(focus on the signs and symptoms of AD, 
risk factors and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persons with AD and their caregivers).

 Speakers Information: 讲员信息：
Mary Guerriero Austrom, PhD
Associate Dean for Diversity Affairs, IUSM
Wesley P Martin Professor of Alzheimer’s 
Diseas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Director, Outreach, Recruitment and 
Education Core
Indiana Alzheimer Disease Center (IADC)
Goodman Hall, Suite 2800
317-963-7297 (Phone)       
 
Yvonne Lu, Ph.D., RN.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Nurs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cience Nursing Care
600 Barnhill Drive

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

医 疗 保 健 讲 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