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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华人教会                      
AWANA 俱乐部开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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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106th St.

Eas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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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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她今年3月 在 
《 生命季刊》第77期上发表的见证。

 面对癌症末期的见证 （一）
 
                     文/常洁

一、   如何解读苦难
 
      正当我最近心情好得快忘记自己是癌症末
期的时候，上周的检查结果却如当头一棒：
肿瘤还在继续增长，肝里面最大的肿块三个
月后长大了一倍。医生说既然我的肿瘤类型
对化疗不敏感，而手术和放疗已经不适用，
要不考虑一下医学实验？因为肝就宽15厘米
左右，最大的肿块已经4厘米多了，如果后
者的尺寸达到肝的一半他们，就会很担心。     
回 到家和先生平静却艰难地探讨着下一步。
我们也在想是否应该最后一搏，就像抓住救
命稻草一般地什么都尝试？但内心深处的平
安却很快否决了这样的想法。最后我 们决
定：与其胡乱尝试而损害有限的体能，破坏
免疫系统，不如安心调养，更严格地遵循自
然方式来止痛和调整，确保生活品质。
 
      当 然，愿望是美好的，但我们也要做好
任何可能的准备。一般来说，癌症末期肿瘤
扩张很快，即使保持现在的速度，大概半年
以后，我的状况也许很糟糕。先生问我有 什
么特别的愿望吗？我说到这个阶段，不少人
会希望到世界各地走走，或一一实现自己的
夙愿，而我只希望守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
人，就像现在这样过着平淡而幸福 的生活：
清晨能够一起享受洒满阳光的早餐，在后院
的平台上为抢食的兔子和狗狗解决纠纷，牵
着孩子们微暖的小手在树林里散步漫谈、夜
幕徐徐降临的时候在沙发 上陪伴女儿们写作
业，主日一家人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教堂敬
拜上帝……
 
      讨 论完毕，先生到厨房准备中餐时开
始哼唱台湾音乐人陈升的名曲：“能不能
让我，陪着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 
走……”此时此景听见这首歌曲，真是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先生突然放大嗓门，情绪
激动地高歌：“……把我的悲伤，全部带
走，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 后，我再

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当他正准备重复
这一句的时候我却止住了他：停停停，不对
吧，好像歌词应该是“把我的悲伤，留给自
己”，你怎么都让我全部 带走了？哎，明知
道此时叫停很有些煞风景，无奈自己是多年
的麦霸，实在受不了有人乱唱歌词。
 
      不 过想想他这样唱才是发自内心的，我
也多么希望能带走他的悲伤。先生深爱的母
亲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病逝了，他说从此
以后灰蒙蒙的乌云就压在头顶，充满挥之 不
去的伤感和无奈。我曾经暗暗发誓一定要陪
伴他一生，养老送终，不让他再次受伤。真
的不希望失言啊，可是生老病死谁能掌控
呢？先知摩西不是说过吗：“我们 一生的年
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
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
们便如飞而去。”

       苦 难难道不是无所不在吗？最近我小
学的一位同学说他们的教会被政府强行关闭
了，单位让他写交代材料，他写到自己曾经
吃喝嫖赌，玩婚外恋，家庭丢了，工作也
在 混日子。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遇见了上
帝，从此变成了一个新人：工作认真负责，
重新组建了家庭，懂得照顾妻儿，周末还到
医院去安慰无望的病人……

···未完待续···

— 追思常洁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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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校
园”机构的总干事华欣为特邀主讲。本文为
《生命与信仰》第一期的首篇文章，发表于
2001年。重新阅读这篇见证，再次被神的大
能震撼，也再次为华欣牧师及师母的生命与
事奉感恩！
 
    “你是来旅游吧？”
 
    “不，我是留学生。”
 
        八七年八月，从旧金山飞往锡德腊皮兹
（Cedar Rapids, Iowa）的早班飞机上，乘客
不多，个个睡眼朦胧。只有我脸贴舷窗不住
向外张望。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
 
    “去哪里呢？”
 
    “爱荷华城（Iowa City）。到爱荷华大学
去（University of Iowa）。”
 
    “为什么选中那里？大学有很多嘛。”空
姐刨根问底。
 
    “我的妻子在那里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
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重逢
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
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
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座高楼都没
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
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的天空下，绿草如
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
带住脚步，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
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
详，远离都市的喧嚣。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
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
家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
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
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读计算机，

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
课堂、实验室、DayCare（日托所）、图书
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
人教会。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
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
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
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
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Hancher前的空
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家
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
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把手弄得
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
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
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
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起来，好好念书，
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
入教会的门了。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
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
拉着我就走，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
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
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
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教会中
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
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
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
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
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
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
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
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著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
义，我   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着她去
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
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她也
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
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个个考试，似乎离人
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未完待续···

爱  城  故  事 （一）
             文 / 华 欣

AWANA俱乐部开学啦！

2016-2017 AWANA开学日期： 2016年九月
九日星期五晚七点三十分

AWANA地点：印城华人教会体育馆/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Indianapolis

3405 E. 116th St. Carmel, IN 46033 AWANA
提前报名方式：https://indychinesechurch.org/
children/awana

AWANA简介：位于印城华人教会的AWANA
俱乐部成立于2000年，秉承“做神无愧的工
人”（新约提摩太后书2：15）理念，旨在
通过熟悉圣经教导，传讲福音，培养孩童在
早年就认识耶稣，成长为爱神跟随神和为神

做工的好仆人。俱乐部面向Pre-K（含三岁
及三岁以上）到六年级学生开放，活动时间
为每周五晚7：30-9：00。 学习时段（30分
钟）由训练有素的成人导师或见习导师按年
龄和性别带领（与学员比例不超过1：4），
另有各30分钟的游戏及辅导时段；结束时提
供水果及茶点。

请提前网上报名，全年度注册费$45及工本服
装费用于开学第一天提早到达现场交纳。

问题咨询敬请联络：
Patricia Huang (317-440-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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