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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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St.

Allis
on

vil
le 

Rd.*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
有着30多年历史的周末语言学校。自1982年
成立以来, 一直秉承教导学生学习汉语语言，
了解中华文化，继承民族传统的宗旨。

        学校现设从幼儿至高中学生的初，中，
高级中文班。其中很多老师是具有美国教师
资格的中小学和大学的专业中文老师。此
外，学校现有广阔的课间活动空间，并已成
为学生的挚爱和办学的一大特色。学校每学
年都举办一些配合中文教学的经典活动，如
识字，朗读，作文，讲故事等学习与娱乐结

合在一起的各类比赛；以及圣诞节，中国春
节等农历传统节日的庆祝表演。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其中最具特色的
是：预备中文SAT和AP考试的实用中文班；
适应非汉语国家学生练习中文的中文会话班
及成人班；儿童合唱团；儿童圣经班；课间
学校为学生们准备小点心及饮料，还提供健
康的娱乐活动如棋类，跳绳，抖空竹，踢毽
子，书法，观看中文卡通等。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1月8日开学，欢
迎随时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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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一日，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举行迎圣诞活动，图为合唱团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

中文学校曾经的学生
Elijah HUang回来
给学弟学妹们宣讲圣诞信息

老师和校长给作文比赛优胜者颁奖

Additional Notes
$14 -$16 USD Per Hour plus unlimited sales bonus potential.
M-F 9-6PM

Apply online:   careers.imglobal.com
Email: Hwan.Hill@imglobal.com
Phone: (317) 531-2919

招聘！

国际医疗集团（IMG）总部位于
印第安纳波利斯，目前需要多名
有志向且能力强的销售服务中心
代表加入我们卓越的国际销售部
门，并专注于市场的增长。

知识，技能与能力
·英语流利
·会打简体中文
·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即能够分析和解决厂商和
客户的问题
·会使用office软件

福利
·公司内设有健身中心
·着装可随意
·工作期满两年以后可以获
得退休金
·工作期满一年以后可以获
得工伤补贴

『编者按』在上週五印城华人教會为 于凱弟
兄 舉行的追思禮拜上，張志刚牧師傳講了
“永遠的盼望”的信息，告诉大家：“相信
在這個日子（聖誕之後、新年之前）有上帝
的美意，聖靈似乎在安慰我們今天每一個在
座的人，特別是于凱弟兄的家人，他的妻子
和兒子。”

                 弟兄姐妹、朋友們平安！在我們
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一件令人看為矛盾的事
情，就是當我們的弟兄安息主懷的時候，我
們不只是追念他的生平，而是要舉行一個禮
拜，向賜給我們永遠生命的上帝的敬拜；當
我們在追思禮拜中，我們不只是有彼此離別
的憂傷，我們裡面還會生出一種連死都無法
隔絕的永遠與主同在的盼望。所以當我們的
弟兄安息主懷的時候，當我們在追思禮拜的
時候，大家常常可以看到有人是一邊在哭、
一邊又在笑；此刻他們並不是喝了新酒，乃
是被神的聖靈所澆灌。

        我很虧欠來教會一年卻對于凱弟兄不
熟，現在我閉上眼睛能夠想到他的畫面，僅
僅就是一、二次他默默地在教會幫著搬桌
椅。我想我牧師不知道不甚要緊，因為我們
的神他都記得，凡屬他的一個都不會遺忘。
在聖經中亞伯拉罕把被擄的羅得救回來，他
率領的有精壯兵丁是318 個；在出埃及的以
色列十二個支派中，分別為聖、獻給神的頭
生的兒子有 22,273個；在以色列被擄七十年
之後，各個支派回歸耶路撒冷重建聖殿的百
姓加起來有 42,360個。原來我們的神在數
點，信他、並屬於他的人的時候，會精確到
個位數，一個都不會少！

        就在前兩天我看到一個報導，有一位腦
瘤病患，她的醫生告訴她，這次的聖誕你已
經無法再做手術了，接下來的日子會很艱
難。她寫信給葛培理問說，人生對我來說還
有什麼重要呢？葛培理寫信鼓勵她，人生對
你不是不重要，因為你不是死後就結束的一
個存在。醫生的診斷雖然令人沮喪，但重要
的不是用你自己的眼光來看，而是要祈求神
幫助你，從他的視角來看你的生命。二千年
前耶穌基督是為了你來到這個世界上，因著
他，你的罪會被赦免，可以永遠與他在天堂
裡。盼望這個聖誕能夠成為你所有聖誕節中
最好的一個。葛培理牧師是指這位病患她能
夠在聖誕節得著永遠的救恩說的。我在想我
們的于凱弟兄就是在聖誕節的前夕離我們而
去的，但正因為有了聖誕，就因為耶穌基督
已經作為逾越節的羔羊為我們被殺獻祭了，
所以凡信他的、凡屬他的人才有了永遠的盼
望。

        有人說得好，什麼是永恆呢？對敬虔的
人來說，永恆是沒有落日的白晝；對邪惡的
人來說，永恆則是沒有日出的黑夜。——聖
經告訴我們，人都有兩次的死，肉體的死和
屬靈的死，凡不會再經歷第二次的死的人有
福了，他們要復活與愛他們的主活到永永遠
遠！大家都記得，耶穌親口對我們的應許
嗎？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
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
不死。耶穌還親口告訴我們，亞伯拉罕的神
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的，有一天
我們在天上會見到亞伯拉罕，會見到大衛，
會見到保羅，也會見到我們的弟兄于凱！阿
們！

        今天當我們在這裡為于凱弟兄過早地離
去深感遺憾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自己這

輩子即使能比別人多活二、三十年，那二、
三十年也只是眼睛一眨而已！誰沒有過可愛
的童年，誰沒有過羞澀的少年，豈不就在眼
前，猶如已過的昨天！相信今天在這裡沒有
一個人敢誇口，他明天早晨可以醒來是理所
當然的。我們也總有這麼一天，早晨再也不
會醒來。我在想，如果今天下午不是紀念于
凱，你、我會在哪裡度過呢？有時神藉著我
們生活中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讓我們不得
不停下飛奔的腳步，安靜下來思想一些我們
本不願去多想的、頗為沉重的生命的終極的
問題。多少的時候當我們覺得自己春風得
意、心想事成；多少的時候當我們認定可以
仰賴自己的聰明、能力、道德、良心在這個
世界上安身立命，無奈我們的生命實在太過
脆弱，有時一個小小的病痛就可以把我們打
倒。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文章，題目就很有意
思，“人生太短，來不及喝不好的咖啡”，
這是中美洲一位種植高級咖啡的農場主說的
話。這句話太富有哲理、太富有智慧了。我
就聯想到了今天的日子，人生雖然不定無
常，但不管我們在世的年日是長、還是短，
不管我們人生的疆界是寬、還是窄，我們多
少都希望自己的人生都能夠有好的品味，可
以讓他人、可以讓兒女、也可以讓我們自
己，有一天回味起來，就像嘴裡剛剛喝進去
的那口，濃郁、甘淳、美味的咖啡。請大家
記得這一句話， “人生太短，來不及喝不好
的咖啡”。

        今天我們都在這裡紀念于凱弟兄，相信
在這個日子（聖誕之後、新年之前）有上帝
的美意，聖靈似乎在安慰我們今天每一個在
座的人，特別是于凱弟兄的家人，他的妻子
和兒子。

        親愛弟兄姐妹、親愛的朋友，要記得，
我們的于凱弟兄是被聖誕的主耶穌基督接去
的，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與主同在的樂
園裡的生命狀態。那個地方是我們遲早也要
去的，于凱他只是比我們早走了一步而已。

        我一開始就說，我遺憾自己這一年還沒
有和于凱弟兄說過什麼話，但是如果我還來
得及可以對他說上一句話，我會對他說：弟
兄，我們的離別是暫時的，而我們在基督裡
的相聚將會是永遠的！阿們！

        領唱：奇異恩典

        禱告：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因著聖誕降
世為人、又為我們的罪被殺獻祭的耶穌基
督，我們不再被罪咒詛，我們也不再被死拘
禁。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因著耶穌，我們
的弟兄不是與我們天人永隔，他去的是耶穌
同在的樂園，那裡也是我們遲早會去的地
方。

        奇異恩典，何等甘甜！因著耶穌，我們
這等仍然存留在世上的人，每一天都可以活
在盼望中。人生在世只是一個序幕，那序幕
是為著以後永遠的正劇所預備的！

        願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
的感動陪伴，常與我們眾人，特別和于凱弟
兄的家人同在！

于凯先生生平简介

        于凯于1958年2月12日生于辽宁省新金
县。恢复高考后，他是首届（77届）考入
辽宁省建筑工程学院。在校期间，连续多
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新长征突击手。他品学
兼优，成绩出众，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后
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里海大学土木工程
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里海大学期间，曾担任
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毕业后，作为建筑工
程师就职于美国东岸 Wiss Jenny Elstner多
年。曾参与评估包括纽约世贸中心第一次爆
炸的破裂分析；纽约Verrazano Bridge 和 
Washington Bridge 的结构分析测试；纽约
La Guardia 机场跑道的分析等多个著名工程
项目的分析，评估，鉴定。后移居印城，成
立印城北部首家专业华人建筑商《凯宇房屋
开发公司》。作为印城房屋建造商协会成员
（Member of BAGI），于凯持有Indiana 等
三个州的专业工程师执照（PE License）。在
房屋建造方面，于凯一向秉持精益求精，追
求完美的精神。他所建造的每一栋房屋，都
是亲历亲为，指导监督工程进度，保证工程
质量。每一栋房屋，于凯都是以一个精美的
作品，呈现给客户，满足客户的要求。他为
留美华人在美国奋斗，创业树立了光辉的榜
样，也为印城房屋建筑业树立了新的标杆和
里程碑。他的房屋作品在2007年度的印城房
展中，获得多项奖项。他所带领的《凯宇房
屋开发公司》是印城杰出的，拥有很高信誉
的房屋建筑商。
        于凯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经全力抢救无
效，于2016年12月中旬在中国大连，他的故
乡，不幸去世。享年58周岁。

   永   远   的   盼   望
文/张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