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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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106th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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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遛     狗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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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大狗的主人敷衍几句之后说“再见”
，她反身进门，而阿波罗跟着人家走了几
步，然后想去后院，我拉住了它：“你没被
咬够啊！怎么像老鼠嫁猫一样，本来逃跑都
来不及，反倒巴巴地送上门去。”
 
        拉它，不走。幸亏阿波罗只有50磅，我
使劲拖着它走：“赖在这里不走只会让人以
为我们不依不饶的讨说法呢，我可丢不起这
个人。”
        拉他离开是非之地，继续说教：“看看
人家！那么大的一条狗，那么凶，可主人的
一个眼神，或者一个手势，一个呼哨，人家
立刻服服帖帖的闻风而动。再看看你，套着
狗绳都拉不动，你属驴啊？”
        再看手里这条拗毛驴，垂头丧气，心
事重重，看来吓得不轻。我停下来给它喂了
一会儿狗饼干，也没多少起色，依旧没精打
采，直到在路边遇到一株灌木柏树。阿波罗
在上面认真仔细的舔阿舔，仿佛很得安慰的
样子，我耐心的等它舔个够，突然想起了一
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猎人打中了一只虎，老虎带
伤而逃。猎人为了获得猎物，随血迹紧随其
后，发现老虎吞吃了几种青草之后，流血立
刻止住，伤口很快愈合，最终恢复体力轻松
逃脱。猎人想秘密一定在这几种草上，就细
心的收集起来，回去加以试验研究，最终制
作发明了可以治疗内伤外伤，止血化瘀，尤
其对跌打骨折有奇效的一味名药，而且代代
相传。
 
          也许动物有种本能？它有了伤病，身
体需要什么，就自然会找来吃，以求自愈？
         想到这里，我仔细的观察了这棵灌木柏
树和其上花生米般大小的籽粒，也许这种柏
树可以治疗惊吓？
         何况我家阿波罗嗅觉灵敏，分辨准确。
我用的一款搽手油，号称是由可可，橄榄，
香草等植物中萃取的精油和保湿因子制成，
标榜99.0%的自然成分，我将信将疑，但阿
波罗深信不疑。每当我搽用时，阿波罗都远
远的跑过来，乖乖的坐在我身边，以为开
饭了，准备舔我的手。另外一款搽手油，说
是有从芦荟和黄瓜提取的成分，但没提自然
成分的含量，我觉得也挺香的，但我用完之
后摸它，它会轻轻的躲开，似乎面露嫌弃之
色，比我挑剔多了。足见其辨识能力！
         这样想来，对阿波罗更有信心了。
 
        回家后先把经历的危险告诉先生：“有
条巨大的狗差点儿杀死阿波罗。”
        他毫无同情心：“OK，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你以为你是主持人吉米•基梅尔
（Jimmy Kimmel）啊！”然后又告诉他我惊
人的发现：“有种特别的灌木柏树可以治疗
惊吓。”
         他一脸的不以为然：“也许有狗在柏
树上撒过尿，尤其是母狗尿肯定能安慰阿波
罗。”
        我不甘心：“那柏树一定也能治忧郁，
你没见阿波罗变忧郁了吗？”
        他答：“哪有？它是犯相思病了。是对

你们这些狗妈棒打鸳鸯之后无言的抗议。”
        我说：“乱讲！就算你替狗代言，也不
必这么文艺腔。让人家听着怪怪的。”
        “你以为港台腔就管用？”
        我正色道：“我都记住了那棵柏树所在
的位置院落，好回头取样进行试验研究，一
经证实，立刻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科学论
文，这突破性的发现一定能一鸣惊人。”
        他说：“趁早放过那棵柏树，你专心研
究母狗尿是如何安慰阿波罗的，写成论文，
去直接申请诺贝尔奖比较靠谱。”
        我无奈道：“你是说阿波罗白白受到惊
吓，一点儿收获都没有？”
         他说：“别一口一个惊吓惊吓的，那
就是一场艳遇未遂。狗的感情世界你永远不
懂。”
          “既然你懂，诺贝尔奖咋不发给你？”
 

             

反正我家先生是指望不上了，我退而求其
次，低头对欢喜冤家说：“阿波罗，聪明的
狗狗有8岁小孩的智商，差不多也该有小学3
年级的读写水平吧？之前家里给你的教诲，
你权当耳旁风了，要是当笔记记下来，怎么
着也有一部长篇吧？过去的事既往不咎，你
要戴罪立功，把你的狗秘密给记载下来呗。
你每天出巡，又是闻又是舔的，就把你神农
尝百草的科研成果直接写下来呗。”
          再看阿波罗，它那比特犬特有的丰富
表情，尤其是无比柔情的目光更显善解人
意。阿波罗和我儿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的
话，儿子听见假装听不见，阿波罗是听不懂
假装听懂了。
         既然听懂了就趁热打铁，再接再厉：
“等你把科研专著写成了，妈妈给你出版，
先发表后获奖。等发了财，给你打造纯金的
狗屋，金屋藏娇！”
 
         呜呼哀哉！从狗来的希望，只能落实在
狗身上。

                ~~~全文完~~~
      ~~~载于  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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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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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已经不
清楚究竟是谁的话语，我就已经知道有耶稣
基督，但是在那时候，我一直把他和其他宗
教混为一谈，觉得只是不同的宗教所信仰的
不同神而已，因此也觉得他跟很多中国人口
中佛教的佛一样，是虚无缥缈的，只是一尊
雕像而已。小时候，父母在那时也还没有信
主，去不同地方旅游的时候，遇到寺庙，都
还是会跟着父母进去烧个香，拜一拜，用他
们那时候的话说就是图个心安。那时的我，
并不相信鬼神，也很厌恶烧香拜佛，觉得凡
事都得靠自己，才能成功。

    这样的意念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找实
习单位的时候，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我所
熟知的、我认为是好的学校全部跑遍，但全
部吃了闭门羹，没有一家学校愿意要我做实
习，甚至可以说我连这些学校的大门都没有
跨进就被拒绝了。最后只剩下我家附近一间
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好的小学。还记得那个
下午，我把所有的希望和赌注都放在这家学
校，并已经做好失败的准备。那天，我妈妈

突然跟我说要陪我一起去，临出门前她在阳
台站了很久，我当时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只记得一直催她快点。当我已经做好失败的
准备走向这家学校的时候，他们的警卫让我
进去找校长谈，当时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
那是我几天来第一次走进一家学校。怀着忐
忑又兴奋的心情，来到校长室。没想到校长
一口就答应了！我当时简直开心到跳起来，
觉得是我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在妈
妈听到这个好消息后，她突然来了一句“感
谢主！”我当时就问，你为什么这么说。原
来妈妈当时在阳台上就是在帮我祷告。那时
候我很震惊，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妈妈是什么
时候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我还很记得我当
时的想法，就是半信半疑。

    后来，在我爸妈的坚持下，我出国继续
学习。在那个小城市里，中国人很少，但是
有一个华人团契。一开始，去团契的目的真
是只为了多认识一些人和吃一下久违的中
餐。但是每次吃完饭，都会有一个阿姨跟我
们说耶稣基督的故事，她还会教我们如何祷
告。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我也开始祷
告了，开始把自己的很多心事都向主诉说，
慢慢地开始看圣经，接受神的话语。现在，
我觉得自己那么的幸运，主一直在我的面前
带领着我，即使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
也已经在带领我。是他的引领，所以我来到
美国，学习，参加聚会，认识神，学习圣
经，立志信主。是他的引领，让我顺利完成
学业，顺利找到工作。一切的一切，都承蒙
主的恩典，真的很感谢主，每天每时都在看
照着我，都在赦免着我每天所犯的罪；感谢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
以凭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
回到还到神的国。 

    从今往后，我都要让主耶稣做我生命
的救主，做我生命的导航。一切都是新的
开始，新的起点。我将会遵循神的指引与教
导，紧随他的脚步，和兄弟姐妹们一起，让
主耶稣和圣灵来引导我每天前进的道路！

问:”那大狗冲过来你为什么不躲?”
阿波罗:”其实人家挺爱我的,你为什么不让
我们多聊聊?”

      

这是一则犹太人寓言故事，犹太民族是一个
善于背着希望上路的民族，在他们看来，希
望是前进路上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能给
人以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指引着人们去克服
人生旅途中的千辛万苦。

            有一只骆驼妈妈领着一群小骆驼在渺无人
烟的沙漠中跋涉，它们已在沙漠中走了好多
天，因此都急切盼望着快点见到沙漠边缘那
一抹绿色。

            热辣辣的太阳把沙子晒得滚烫，而口干舌
燥的骆驼们没有了水。

            虽然骆驼是沙漠之舟，但如果长时间地
缺水，它们依然会渴死。水是骆驼们穿越沙
漠的信心和源泉，甚至是苦苦搜寻的求生目
标。

            这时，骆驼妈妈从背上解下一只水桶，对
大家说：“只剩这一桶水了，我们要等到最
后一刻再喝，不然我们都会没命的。”

            骆驼们继续着艰难的行程，那桶水成了它
们惟一的希望，看着沉沉的水桶，每只骆驼
心中都有了一种对生命的渴望。

            但天气太炎热了，有的骆驼实在支撑不住
了。

            “妈妈，让我喝口水吧。”一只小骆驼乞
求着。

            “不行，这水要等到最艰难的时候才能
喝，你现在还可以坚持一下。”骆驼妈妈生
气地说。

            就这样，骆驼妈妈坚决地回绝着一只只想
喝水的小骆驼。

            在一个大家再也难以支撑下去的黄昏，小
骆驼们发现它们的妈妈不见了，只有那只水
桶孤零零地立在前面的沙漠里，沙地上写着
一行字：我不行了，你们带上这桶水走吧，
要记住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能喝这桶

背 着 希 望 上 路

水，这是我最后的命令。

            骆驼妈妈为了大家的生存，把仅有的
一桶水留了下来，每只小骆驼都抑制着内
心的巨大悲痛出发了。那只沉甸甸的水桶
在骆驼背上轮流传递着，但谁也不舍得打
开喝一口，因为它们明白这是骆驼妈妈用
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终于，骆驼们一步步挣脱了死亡线，顽强
地穿越了茫茫沙漠。它们为能够活下来喜
极而泣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骆驼妈妈留下
的那桶水。

           打开桶盖，里面盛着的却是一桶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