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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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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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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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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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常洁

『续上期』 记 得我多年前回国看见他的时
候，他正处在春风得意的状态。他说因为工
作性质的缘故，只要稍稍改动数据就会财
源滚滚而来。可是后来信了上帝，就不再作
假，结果 被同事排斥，领导打击，原来的
好位置也丢掉了，被安排坐冷板凳。现在教
会被关闭了，妻子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让
做他的思想工作。同学很苦闷，伤神地在微
信 上张贴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教会的
照片。我们时不时在微信里面互相打
气，鼓励对方在各自的考验中站立得
稳，得胜有余。
 
      对 苦难的解读最经典的可算是圣
经中的《约伯记》。一位叫做约伯的
人正直公义，是当地德高望重、家业
丰厚的名人。可是转瞬之间灾难连连
临到他，不仅所有的儿女 意外死亡，
财产损失殆尽，自己也从头到脚长满
毒疮，痛苦得只能诅咒自己的出生；
连妻子也愿他诅咒神，快快死去。好
友们来探望他，却满口斥责，认为一
定是他 自己行不义招来了惩罚。约伯
却反驳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
数，势力强盛呢？……恶人的灯何尝
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这 难道不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问题吗？
惩恶扬善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虽然我们
不是约伯这样的义人，当苦难降临的时候，
我们不也愤愤不平地质问：为什么是我？我 
何至于遭此大难？！《约伯记》的最后写到
上帝亲自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我立大地
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知道天的
定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 吗？”上帝说
出了祂的永恒主权和鉴察人心的大能。约伯
深深埋藏的骄傲世人看不出，在神的面前却
是赤露敞开的。
 
      神 至终也没有向约伯解释遭难的缘由，

而约伯也不再追问，只是谦卑地说：“我所
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
道的。”神的同在使约伯深感满足和安 慰，
他为什么受苦已经不再重要。这让我想起来
大女儿三岁时坏牙经手术拔除，见到我之后
不再痛哭，也没有追问拔牙的原因，只是蜷
缩在我怀里满足而安静地让我 陪伴着她。对
神的了解和信靠使约伯最终走出了愤怒自怜
的状态，而神也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赐
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至于恶人，上帝说他们会被践踏在本处，
被隐藏在尘土中，蒙蔽在隐密处。所以有人
曾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自认为
还不错的人，其实也不能凭自己的言行在全
然圣洁的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就像看似完美
的约伯也有隐藏的骄傲一样。
 

      记 得母亲曾问：“你信上帝这么多年得
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个大瘤子！是的，
跟随上帝不是拜偶像，仅仅求福去祸。上帝
应许的祝福不是大家通常认为的地上的荣 华
富贵，平顺安康，而是圣灵所结接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以及那用耶稣宝血
换来的永生。苦难能开通我们的 耳朵，赐
给我们受教的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走义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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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期』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
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步
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
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我在他身
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
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Seminar（
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
名人物。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让遥遥
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棒，足球场上
的骁将。平时又乐于助人，还是前一届的
学生会主席。最近好事盈门。论文获奖，又
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跳出学生之
列，成了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
。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
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
阵紧似一阵，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
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嘎然停在楼前。警
察跃出车门，曲臂举枪在脸颊。一边一个，
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猛地拉开门冲进
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
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拍电影吗？
 
   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的。
 
  “物理系有人打抢！”
 
  “什么！是谁？”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
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
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点三十分，物理系凡艾伦大楼309教
室。山林华和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
（Christoph Goertz）教授，另一位教授罗
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及新生小李
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
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
掏出枪来，向高尔兹、山林华和施密斯射
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
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校行政大
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她的
助手茜尔森，最后饮弹自戕。

 
   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
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
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
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
 
   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
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
诉我，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两年前
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索居，独往
独来，再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了。听说他与
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
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
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是泄愤？是伸张正
义，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
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
的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国有名的实
验室，几分钟内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儿寡
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待得下
去吗？中国学生怕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
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箱
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
 
   一夜难眠。该怎么办？大家聚在我家，
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
小安和金根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实况
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追思老师和朋
友。讲着，回忆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一位老美清
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我
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
学金，有书读，还杀我们的教授！看了招待
会转播，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
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
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
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
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
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
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
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
们到家里作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
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
她！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
 
   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
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
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
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
教授，说不出话来。她脸色严峻，强压心中
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
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
           
               ···未完待续··· 

爱  城  故  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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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方式：https://indychinesechurch.org/
children/awana  （随时接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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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随时网上报名，全年度注册费$45及工本服
装费用可到达现场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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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作者拜望美国宣教士施芬德时的合影

Piano Market Plus
北印第安纳最大琴行

地址：2135 Industrial Parkway，Elkhart, IN 46516 
电话：574-334-9287
网站：pianomarketplus.com

由您任选：
新旧电子钢琴，竖式钢琴, 三角钢琴,和琴谱

提供以下服务：
买琴贷款
钢琴课，钢琴出租

*在您购买时提及此广告, 即可获得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