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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诊所	  (周五，周六)	  	  
(2nd	  and	  4th	  Fri–Sat	  every	  
month)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卡梅尔诊所	  
周一至周六 Mon-‐Sat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www.indyobgyn.com	  
info@indyobgyn.com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	  
¥  宫外孕 	  
¥  顺产	  
	  

¥  内分泌失调 	  
¥  子宫肌瘤 	  
¥  更年期不适 	  
¥  妇科癌症诊断	  

周绕     	  
执照妇产科医师	  
317-‐218-‐7764	  
Rao	  Zhou,	  MD,	  PhD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妇产科医生诊所	  
Friendly	  Women’s 

¥  剖腹产	  
¥  不孕，避孕	  
¥  妇科感染	  
¥  各种妇产科手术 	  
¥  年度检查 

市中心诊所	  
周一到周四，周六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徐海峰 全科牙医	  
Carrie	  Haifeng	  Xu,	  
DDS,	  PhD	  
	  
牙科博士,生物化学博士	  
印第安纳大学牙科学院
临床教授	  

www.indycaredental.com	  
info@indycaredental.com	  
	  
	  

免费咨询，	  
免费去皱一处一次 	  
（限牙科诊所注册
的新病人）	  
	  
	  317-‐602-‐4898	  	  	  	  	  	  	  	  	  	  	  
 

诊所新添服务：	  
Botox	  美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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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科诊所 

卡梅尔诊所	  
周五 ，周六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全面眼科检查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近视控制，隐性眼镜 

Myopia Control, Contact lenses 
青光眼，糖尿病型视网膜 
病变，及黄斑变异的诊疗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Macular Degeneration 
激光视力保健，双目视力障碍 

Laser Vision Care,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Office Hours: 
Mon. & Thurs.: 8:30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 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未完待续』这两周青少年们学到最大的功课就
是，圣经课中，第一次背诵的重点经文“爱是恒久
忍耐，又有恩慈，（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哥林多前书13：4上）。在这两周中，大家都在不
停的实践爱的功课。每一天，我们的青少年们都在
用爱心关怀这些孩子们。在田中教会有一位从破碎
家庭来的孩子，很不合群，很爱哭，也不爱参加活
动，我们的青少年们就轮流陪伴她，安慰她，关心
她。以致她在最后一天，结业表演时，终于和其他
小朋友在一起。虽然两个教会营会的时间只有4到5
天，但是通过青少们所准备的英文的赞美诗歌，背
诵圣经经文，讲解圣经故事，演剧，耶稣基督的福
音，就开始进入小朋友们的心里。这两个教会参加
夏令营的孩子们90%是平时不来教会的，但是在最
后一天，听到全备的福音之后，超过半数的孩子们
表示愿意信耶稣。青少年们看到自己辛勤撒种，浇
水，所接出福音的果子，大家都一同兴奋。

尽管青少年们走出去之前，已经做好了很多吃苦
的准备，知道大家都要打地铺睡觉，第一间教会，
男生睡在二楼，女生睡在三楼。白天把铺盖卷收起
来，做上课的教室，但在到达后才发现，还有更多
的困难。这么多人，只有两个可以沐浴的地方。所
以领队要求大家都要在晚上洗澡，每人限制不超过
十分钟。对青少年来说，第一天就有人被蚊子咬了
十几个包还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头两个晚上都发
现睡觉的地方有一英寸长的蟑螂，甚至爬在一位女
生的头上。在大家惊恐万状的时候，学习操练祷
告，一起跪下来，将自己的恐惧交在神手里，乞求
神的保护和怜悯。神是垂听祷告的主，此后再没有
蟑螂跑进屋子里的事了。

青少年们在短宣中也学习过集体生活，管理自
己的生活。有些人平时习惯东西到处乱放，结果发
现找不到有很多麻烦。在夏令营中，大家和孩子们
一起吃中饭，发现台湾的孩子们非常守规矩。他们
自带碗筷，吃多少拿多少，连一粒米都不浪费。相
比之下，开始我们的青少年，有些人不吃这，不吃
那，很娇气。通过营会，大家都在学习，吞下每一
口拿到手的食物，不管爱吃还是不爱吃。台湾的小
孩，午餐后要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睡觉。不少小孩不
想睡觉，到处乱跑。开始，我们的青少年也认为应
该随他们自由，想睡就睡，不想睡，何必要强求呢? 
用那段时间，有的青少年就划手机。但是在教会师
母的要求下，大家学习顺服，给孩子们做榜样，中
午也趴在桌上休息，这样午休的秩序好多了。

                       『未完待续』

我记得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梦见自己从河里站
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身上的污秽就像盔甲一样，
全部脱落下来！我觉得，从水里站起来，就特别的
干净和完美！ 我以为这个梦所表达的，是我想成为
一个漂亮的女孩。但是在我信耶稣的那一刻，我才
明白：在人的一生中，内心深处，都会觉得自己不
完美，觉得身上有很多的污垢！很希望被洁净！

我们常常会说：“想重活一遍！”什么是重
活？就是回到起初的模样。为什么要回到起初的模
样？是因为我们心灵中有层层的盔甲，也是层层的
伤疤！而这些盔甲就是我们的牢笼。躲在这些伤痕
或污秽中，我们不敢柔软，也不敢让真实的我与这
个世界触碰、亲近......

无论是在犹太文化，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过去都有祭奠。祭坛上要放牛、羊、鸽子，这些都
要被剥开、撕 碎......它们身上都要流出血。因为血
预示着生命，只有生命能救赎和代替生命！祭祀的
意义，就是我们是罪污的，不洁的人是不能向圣洁
的神祈祷的，因此我们就会用牛、羊来代替我们这
些有罪的人死在祭坛上，来洁净我们。那些羔羊，
怎么能洁净我们呢？牛羊的血是不能代替人的！只
有真正神的羔羊——耶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一
位神，也是一位人；是没有罪的人！他成为羔羊，
为我们死了，才能真正地成全祭祀的本质意义。才
能救赎、才能赦免和洁净我们的罪！

我们看到：人的血一流出来，就冷却、就干
了；我们的生命一旦破碎，就没了；我们的日子
一过去，就回不了头了；我们的爱流出去，也就冷
了、干了。我们这一 生，也有过炽热的爱，有过
付出、奉献的心，然而那爱和奉献都是流出去就冷
了、干了。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仿佛整个人生都是
流出去的水，渐渐的冷了，干 了。

然而耶稣就让我们看见：真正的生命，是不会
冷，也不会干的！真正的爱，是可以源源不断流出
的！真正的爱，在2000年时空里都流着那热、那温
情！2000多年了，无数的人，在这血中得到了温暖
和洁净。无数人因为这血，得到了生命！当我这样
想的时候，我就相信：我身体里流的，是不会冷和
干的 血！相信我此刻付出的爱，也是不会干和冷
的。

当我们不仰望耶稣的时候，即便我们是基督
徒，我们有爱人的心，我们仍常常觉得我们的爱是
那么的有限，流出去一 些，就少一些；我们生命的
活力也是那么有限，流出去一些，就少一些。我们
常常非常容易枯干。

但是，当我们思想十字架上的耶稣、定睛那羔
羊的时候，每一个早晨， 我们都可以祈求得到他
宝血的洁净；每一个夜晚，都能够得到他宝血所带
来的平安！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这些拥有他生命
的人，我们这些让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常住 的人，可
以有源源不断的爱流出！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流
出！

想到耶稣的血是不会冷却和稀释的时候，亲爱
的朋友，你会如我一般，感激有一个不变的爱吗？
感激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盼望吗？耶稣这赦免的
血，是不会象长江、黄河那样奔腾到海不复回的！
不是一种炫耀，不是在高处，而是流向我们心像中
最隐秘、最黑暗处的！流向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低
槽！流向我们坎坎坷坷中的坷和坎！每个人的生命
都有高山和低谷， 耶稣的血，不仅在高山之处，
也流到我们的低谷之处！耶稣的洁净不是表面的洁
净，耶稣的洁净是可以流到每一处你愿意向他打开
的地方.

人都是盼望敞开的！无论一个多么愿意封闭的
人、害羞的人、胆怯的人，我们都渴望敞开！如果
你我在这一生中，没有可以敞开的地方，没有可 以
向其敞开的人，我们到死的时候，会是何等的悲
哀？

今天这个世界，人和人被分隔在一个个的囚牢
中。我常常看着高楼，觉得象鸽子笼一样，一个一
个的封闭着。邻居 们互不往来，甚至儿女、兄弟姐
妹、夫妻之间，都不能走进对方的心里！我们灵魂
深处的某些角落，甚至都不敢向自己打开，常年没
有光照，常年在黑暗中！

但是，亲爱的朋友，有一位知道你，他知道你
的沟沟坎坎，他知道你隐秘的地方，知道你里面的
黑暗和污秽，但是他不在乎这些，他爱你！每当我
想到这些，就觉得平安，因为我的罪污不会吓到
他，令他离开我。我到我的主面前来，他所知道的
我的不堪，甚至超过我向他承认的。耶稣也知道你
的不堪、知道你的黑暗、知道你一切的罪……

他来，不是为了定罪；他来，是为了给你永生
的道路！他来，不是用光来显出你的罪，而是要用
血来洁净你的罪！ 若你明白他的爱，你会让他的血
在你的生命中缓缓流过！盼望他的血流进你心灵中
的每一处，凡这血流过的地方，就有重生！就像出
生婴孩般完美！凡这血流过的地 方，都没有伤疤、
没有丑陋、没有污秽！你愿意向他打开自己吗？愿
意让自己罪污的生命，完完全全浸没在他的血中
吗？如果你愿意，你的灵魂就会重生！

文/ 施玮

台 湾      

短 期 宣 教（中）

文/刘湘萍

施瑋傳道：詩人、作家、畫家。
祖籍中國蘇州。曾在北京魯迅文學
院、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1996年底
移居美國，先後獲神學碩士和教牧博
士學位。華人基督徒文學藝術者協會
主席，遠東廣播電臺嘉賓主持人，曾
任美國《海外校園》主編。

八十年代開始在海內外報刊發表
詩歌小說隨筆評論等五百多萬字。出
版《叛教者》《歌中雅歌》《以馬內
利》等作品十五部。主編《靈性文
學》等叢書。在美國舉辦多次靈性藝
術詩畫展，與音樂家合作創作交響詩
《基督頌》、合唱組歌《主愛中華》
、歌劇《駝背婦人》等作品。在中美
加及歐洲佈道並講學，倡導並推動“

靈性文學”創作。

女作家施瑋九月佈道
講座。9/15週五（6-
9pm）校園佈道。9/16
週六（3-5pm）印城
教會“中國人樂讀聖
經”，從中國人文學
審美的角度讀出聖經
的啟示（著有《在大
觀園遇見夏娃——聖
經舊約的漢語處境化
研讀》）。9/17主日
（9:30am）證道“與
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火热招新

上课时间：每周日下午2:00-4:00     8月20日开学
儿童合唱团上课时间：每周日下午1:00-1:55 有意参加合唱团的小朋友，请于开学后联系教会中文学校办公室。
上课地点：印城华人教会（3405 E 116 Street, Carmel, IN46033)

值此印城华人中文学校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真诚地欢迎每一位愿意学习中国语言，
喜欢中国文化的学生来学校共同学习。

同时，也欢迎您登陆学校网站，进一步了解我们

印 城 华 人 教 会

中 文 学校 Chinese School

现在开始接受下学年 (2017-18) 学生报名
http://indychinesechurch.org/children/chineseschool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有着35年历史的周末语言学校。
自1982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重视品德素养的熏陶，教导学生学习汉
语语言，了解中华文化，继承民族传统。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of Indianapolis

     灵魂的蜜约

                     —— 永不冷却的血

生命需要真理，然而真理会像法
官一样，让我们自我定罪。真理有时
候贴近，有时候遥远。真理贴近的时
候，不会感觉它可亲；遥远的时候，
不会感觉它可触。耶稣在世界上活了
33年，他就是真理，却是可亲也可触
摸的。耶稣是生命性的真理，不是定
罪，而是一架天梯，让我们可以沿着
这架天梯，到达父神的面前。

耶稣说：“我是道路、 生命、真
理。”他是一条道路，若是你愿意走
上这条道路，你就能够与他的生命合
一；他的生命就借着宝血流入你、洁
净你、重生你！只有在这生命的联合
中，你才能真正地向往真理、爱慕真
理、进入真理！你才会发现：真理不
是遥远的丰碑、贴近的审判，不是背
上的重担、书中的教条......真理，是耶
稣的祷告，他的笑脸，他在十字架上
眼中的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