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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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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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她发表在《 生命
季刊》上的见证。

 面对癌症末期的见证 （三）
 
『续上期』所 以今生最大的福气是存谦卑的
心与神同行。无论经历什么，相信神是公义
而慈爱的，祂所允许发生的必有道理。无论
多么的艰难也要持守上帝通过耶稣的饶恕和
拯救 彰显的真道，忠心执行在世上的使命，
过完寄居的日子就高高高兴兴地回天家去
了。这正是我为什么能在癌症末期疼痛不断
之时，还能兴味盎然地和女儿拍照自娱、 却
被先生“黄雀在后”偷拍的喜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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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
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
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
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
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
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
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
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
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
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
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
在……”
 
    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
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
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
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她怎么可
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
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
说咒诅的言语呀。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
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
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
 
    她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
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
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
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
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
们心中的伤痛。

    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

刹那间，三十多
年建立起来的价
值观、人生观，
似乎从根本上被
摇动了。
 
    难道不应
“对敌人严冬般
冷酷无情”吗？
难道不是“人与
人的关系是阶
级关系”吗？难
道“站稳立场，
明辨是非，旗帜

鲜明，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
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
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
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
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
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
 
    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
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
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
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
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
，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
去。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
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
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
对立，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
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
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啊！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
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
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
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里。更想
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
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
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
悠悠回荡：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
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
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
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
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
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却又伴
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
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我们为她感恩为她
高兴！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
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

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
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
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
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
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
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
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
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
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
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
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感谢上帝！祂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
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
妮和她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
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
悦。
 
    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
详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
善安置，卢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安妮三兄
弟把她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国际
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案发四天后才从总
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
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
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
的路上拉回。
 
    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
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
尽头是什么？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
还在那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冲
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奇妙的是，我开始
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
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光照
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因为道路已经显
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
明。证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
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
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
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Axiom）。公理便是
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不是一
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
产生的定理（Theorem）。重读一下伟大德
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
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
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是说，所有
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
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无法用“不
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
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许多过
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
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
开雾散。

 

    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
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
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
推诿。”（罗马书1:20）更“有许许多多的
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我们“放下
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
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希伯来
书12:1）。原来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这许
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
载：耶稣被人鞭打，戴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
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
祂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
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
无辜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
神就是爱”。“神差祂的独生子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祂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
显明了。”（约翰一书4:7-8）
 
    神的爱引领我来到祂的面前，在神的爱
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
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
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欲，这诸
般的罪和罪念哪一样自己没有呢？不要批评
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五十
步笑百步罢了。感谢耶稣，祂死在十字架
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
给一切信靠祂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
祷，祂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
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祂同行。牧师奉圣父
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浸池中起来，旧
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也
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
我和我一家都跟随祂，事奉祂。耶稣牵着我
们的手，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离开爱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
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
家人蒙恩得救。她是我灵里的故乡，与耶稣
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
安妮命名的小径。因她设立的奖学金名牌
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友人捎
来一张爱城日报，是枪击事件十周年那天
的。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逝者”。安
妮、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急急找来安妮
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放在一
起，慢慢品读。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
然而过，十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
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
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
事，会接着传下去。

···全文完···

爱  城  故  事 （三）

             文 / 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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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以卢刚枪杀事件中遇难者副校长安妮·克里瑞
命名的人行道：T. Ann Cleary Walk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