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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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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首 半 马          遛     狗 （四）
             文 / 李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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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期 』 像是在黑狗的提醒下，小牛犊
灵巧的转过身来，并且发现了阿波罗，只一
刹那的迟疑，它就撩起腿冲将过来。这个庞
然大物体态匀称，肌肉发达健壮，行动灵活
敏捷，原来它是一只狗，而且要命的是冲速
极快。
        我第一个反应是希望它家有电子栅栏能
挡住它，但眼睁睁看它一阵风似的冲出前院
来到马路中间。我拉着阿波罗，想着逃跑也
许来得及。在这危急时刻，阿波罗犯傻又犯
倔，纹丝不动。

        我只能想，只要是狗，人养的狗，我们
社区准许养的狗，就应该怕人。我穿的不是
高跟鞋，而是全牛皮硬头登山鞋，我可以踢
它防卫，想着，也做好了准备。大狗显然也
知道这点，所以没冲我来，直冲阿波罗。

         这时的我能做的只剩下喊叫，当然不
是喊“救命”，怕小题大做沦为邻里笑谈。
为了阿波罗，我高声喝斥，希望御敌狗数米
之外，或能招来救兵。事实证明我只是高声
尖叫，而且完全不能威慑大狗，它像龙卷风
一样顷刻席卷到眼前，腿长超过阿波罗的身
高，个头到我肩膀。它像老鹰抓小鸡一样，

直接咬住阿波罗的脖子，眼看掀起两撮白
毛。而阿波罗，我家没种的阿波罗在人家嘴
下竟然温顺的像只猫。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它家冲出一个年轻
姑娘，只一句：“你怎么又出来了？赶快回
去！”大狗立刻低下头，羞愧而退，一路小
跑回了后院。主人随后，估计去关狗了。
 
         万幸！家有大犬，主人随时警觉。
         万幸！阿波罗似乎毫发未损，只是掀起
两撮白毛，摩挲几下就好。
         真是有惊无险！这才想起来，我对狗
的了解真是少的可怜，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
狗，甚至不曾听说过。如果知道世上有这么
大的狗，社区又准许豢养，我也直接养只最
大的，所向披靡，狭路相逢时让别人尖叫败
退去吧！何苦手里牵个小土狗呢？
        不对啊！咱这不是小土狗，是大名鼎鼎
的美国斗兽场的牛头梗，战斗力第一，本该
威风凛凛才对啊！

        再看这时的阿波罗，非常安静，刚才挨
咬时没躲避，现在拉它不肯走，四条腿像桩
子扎在地里一样，纹丝不动。也好，我也等
下大狗的主人，一来她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是常理；二来我想打听下大狗的品种名
称。
        果然，大狗的主人很快转了回来，她
先问了阿波罗是否还好，我答还好，然后她
说很抱歉让我们受惊吓，她的女孩一向很友
好，等等。原来是条母狗啊！难怪阿波罗一
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估计大狗常惹这等麻烦，所以她的道歉
已流于形式，我也无意追求深刻，直接问大
狗的品名，她回答：“我家女孩叫凯蒂，是
只大丹犬（Great Dane）。” 大丹犬！我要
记住这个名字，好回去到Google上查看是何
方妖魔。

            ～～～～未完待续～～～～
问:“你为什么又上沙发?”
 Apollo:“人家不是故意的.”

徐海峰 全科牙医
Carrie Haifeng Xu, DDS, PhD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T) 317-602-4898
www.indycaredental.com
info@indycaredental.com
(Open to 6 pm and Sat)

• 全科牙科服务，
成人和儿童
• 洗牙、拔牙、
补牙、假牙
• 隐适矫正
• 牙齿美容、烤
瓷、漂白

• 种植牙、电动
和超声波根管
• 全数码设备、
全景X光、
• 口内数码相机、
Adec设备• 牙科博士, Dalhousie University 2012

• 生物化学博士,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7
• 中国医科大学儿科学学士,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1999
• 牙科专业组织会员

免费泊车・步行2 分钟到礼来
离I U P U I 五分钟车程
急诊、傍晚、周末预约
接受大部分牙科保险 70

Lilly Day Care

Shapi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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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 Lilly Co.

    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大俗人，过去的
这个周末参加Indianapolis monumental 
marathon 跑到10迈左右突然想到的竟然是赛
前看到的一个笑话，“还有六公里就可以发
朋友圈了！＂。刚跑完真的恨不得马上发朋
友圈，自豪地宣布一下＂I did it!”，可惜
没带手机。

    接下来几天，跑群里热闹非凡，照片分
享，技术讨论，比赛总结，以及各种跑步前
后的对比图（某些同学的真的很励志！）我
发朋友圈的热情却渐渐淡了下来，因为慢慢
发现不知从何说起…… 

    十年前，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写着我名
字的粉红色丝带挂在身上跑了半马，那是我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马拉松，那时候的我被诊
断为Breast Cancer Stage 3，刚动完手术。
那位跑者为Susan Komen Foundation 募捐，
我老板以我的名义捐了钱，于是她带着我的
名字跑完全程为我祈祷。也许正是因为她的
祈祷，两次手术加上化疗和放疗虽然艰苦， 
但都挺过来了了。 头发慢慢又长了出来，生
活逐渐又回到正轨。 偶尔听说有相识的朋友
跑马拉松， 除了羡慕他们的体力和敬佩他们
的意志， 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完全是
不可能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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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了。 头发慢慢又长了出来，生
活逐渐又回到正轨。 偶尔听说有相
识的朋友跑马拉松， 除了羡慕他们
的体力和敬佩他们的意志， 觉得跟
自己没什么关系， 完全是不可能的
事儿。

    
不知道是化疗的原因还是自然的衰老， 病后
的我悲哀地发现体质已大不如前：白血球一
直低于正常范围，经常感冒，后续治疗的药
物引起的疲劳，严重骨质疏松和体重增加。 
医生一直建议要锻炼身体，但几次开始锻炼
后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很快不了了之。

    终于在201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加
进了印跑团微信群。 一开始特激动， 可潜
伏一段时间后才发现， 群里都是多年跑马

拉松的牛人，讨论技术问题的黑话我听都听
不懂。就在要放弃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有
人提出要建立走路分舵， 约周末走路。我
当然是立刻响应。 一年之后回想我还真是
幸运， 第一天一起走路的两个同伴徐涛和
刘四九竟然是两大神人：徐涛从穿着牛仔裤
皮鞋戴着帽子手套来走路很快变成了跑步狂
热分子，每个周末风雨无阻组织大家或走或
跑， 成了“徐司令”；四九则是世外高人，
心平气和，享受跑步，被尊为“扫地僧”。
先是从146街走到Main Street折返，逐渐延
长到116街；为了方便更多人停车, 又改成从
Monon Center 到146街。从走到跑花了几个
月的时间，从走走跑跑到一直不停地跑又是
几个月。

    转眼到了5月，好几个走跑队的新人参
加了正式比赛完成了首半马。 徐司令开始忽
悠我报11月的IMM，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可越来越多的人都报名了，我头脑一热也
报了，心里想的却是“到时候再说吧， 大
不了就是浪费几十块钱”。 一个月后， 听
到了一个坏的消息，一个的病友的病情出现
了变化。7月我们见面，她精神很好却瘦了很
多，但还是那么照顾人。我不知道能为她做
什么，突然想起那个十年前带着我的名字跑
了半马的陌生人，我下定了决心，要带着亲
爱的焕的名字完成IMM首半马，为她祈祷，也
感谢自我生病以来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亲人朋
友，更是庆贺自己10 years cancer free 的
礼物。

    从146街， 到151街，到161街，直到“
路尽头”，从 6迈到7迈， 8迈；10迈绝对
是个质变；第一次被忽悠跑完10迈回到家累
得大睡一觉，第二天腿基本上残废了，上下
楼那叫一个酸爽；几个10迈之后的第一个半
马练习跑却没有那么痛苦了。就这样跑着跑
着，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跑着跑着，感
冒少了精神愈发开朗。

起跑线

互相支持的五个病友

    

    

    转眼到了比赛日，一个11月份难得的好
天气。拍完集体照，跟着亚非站在了出发的
人群中，兴奋多过了紧张。

    前7迈的配速比平时略快，仗着比赛的鸡
血效应，还跟得上亚非。全马半马分开后，
有些小上坡，但亚非
越跑越好，我试图追上她，心跳却超过了190
。于是改变计划按自己的节奏跑，上坡就放
慢脚步，加快摆臂来提高步频，遇到水站就
喝水，保持心律在185以下。

    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平时练习经常“
洪荒”到大脑一片空白的我为什么那天特
别的镇静，一边跑一边看风景，发现Indy 

Downtown很多路以前没去过，路边的秋叶很
美，发现啦啦队里有不少是给妈妈加油的，
发现一个让我不禁莞尔的标语牌“If Trump 
can run, so can you”,发现每个水站的自
愿者真多；发现许多看上去60甚至70岁的大
爷大妈比我跑得快，发现我们印跑团的啦啦
队很给力。。。

    不知不觉就过了10迈， 11迈，男子全
马的第一名超过了我，12迈，纪念碑越来越
近，拐弯，冲刺，终于在2小时30分的时候过
了终点 （Net time：2小时20分）。

    跑步，于我，是锻炼，也是修行。

  跑步，于我，是锻炼，也是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