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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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期』 生命的成长是要谦卑虚
已，顺服权柄，服从命令听指挥，也是青
少年们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

夏令营的活动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唱
英文的赞美诗歌，对很多英文不会的孩子
来说，头一天非常困难。但是上帝奇妙的
工作，在这些孩子心中，四，五天下来，
借着动作，几乎大多数孩子都可以一边动
作，一边朗朗唱出。简单的手工和游戏也
让孩子们非常感兴趣。我们的青少年还和
孩子们在烈日之下一起打水仗。哪一位青
少年被淋的最湿，其实他在孩子们心目中
就是最受爱戴的。

在短宣中，青少年经历神迹，看到所
做的一切，都是神在做，大家只是与主
同行。田中教会的第二天下午是完全户外
活动。感谢神，在多日的烈日中，那一天
是阴天。第四天晚上，是教会全体的最后
一顿大聚餐，好客的台中人，按乡下盛宴
的习俗，摆了丰盛的食物在院子里。准备
吃饭前大家看到天气阴了，好像马上要下
雨，然而，凉风袭来，雨一滴都没有下在
教会，吃饭时还看到彩虹。神将不可能的
事变为可能。青少年参加台湾短宣，得着
最多的，是他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他们在
短宣中学习爱神，爱人。有的在营会中，
主动与以前有成见的恢复关系，有的反思
自已与父母的关系。

不少青少年是第一次去台湾，在成人
的带领之下，大家用周末的时间参观台北
市容，101大楼，去野柳地质公园，九份
黄金城，游饶河夜市，吃台湾小吃。。。

这次随青少年一起短宣的五，六位教
会的弟兄姐妹，也一起配搭服侍，各尽所
能，有非常美好的时光。

去台湾短宣，对每位参加的青少年来
说，一生都是受益匪浅的事情。愿神的灵
继续在每一位青少年心中动工，帮助他们
生命成长，并且能影响这个世代。

印城华人教会每周五晚7:30-9:00都有
青少年团契。周日上午11:00-12:15英文
祟拜。每年从九月到五月每周五晚7:30-
9:00有四岁到六年级儿童都可以参加的
AWANA活动。

                 《全文完》

印城华人教会                      
AWANA 俱乐部

文/ 施玮

 台 湾 

                             

 短 期 宣 教（下）

文/刘湘萍

 女作家 施 玮

   布 道 讲 座
 9/15 週五（6-9pm）校園佈道
  IUPUI Taylor Hall, Room 104
 地址：815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联络：敏超传道 317-370-5200；        
       唐步云  317-627-5868

 9/16 週六（3-5pm）印城华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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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主日（9:30am）教會證道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地址：3405 E.116th St,

      Carmel,IN 46033

     灵魂的蜜约

                     —— 心灵的避难所
今天这个社会，常常说到包容和

理解。但是，这个社会真的有包容
吗？    我常常觉得我的命运，或人
生，或者我身边的人，很像一个个袖
着双手、很严肃的老头，没有一个
敞开双臂的怀抱。我的丈夫说：“那
是因为原生态家庭的阴影。”我就想
到，无论是我爷爷、外公，特别是我
爸爸，总是对我非常严肃；两手袖
着，总觉得我要做的事肯定都做不
成，总是评判我做成没做成？做好没
做好？其实，我小时候很渴望爸爸抱
我，虽然我母亲说过他抱过我，但是
在我心中没有觉得他有一双敞开的
双臂。

人心中都渴望有个拥抱自己的
怀，渴望一种无条件的接纳、欣赏、
爱护。而这个怀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预备了，为所有和我一样渴望却总觉
得没有得着的人预备了。

亲爱的朋友，你思想过十字架上
的耶稣吗？你也许在很多地方看见

那副图画。在博物
馆有很多名画，画
十字架上的耶稣；
在地摊上或是高档
的首饰店，也有十
字架上的耶稣。在
你心里，是否也有
一个十字架上的耶
稣呢？我常常看着
他，看着他向我这
样张开着双臂。

他在十字架
上，人向他说：“
你下来，我们就
相信你是神的儿
子。”他没有下
来，我想他下来的
时候，必定手先卷
起、收回。他既然
是位神，他就能从
十字架上下来，他
的手就不能被铁钉
给钉住。但是他没

有下来，他若下来，成就的是人们承
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下来，成就的
却是为我们众罪人、不认识他的罪
人、羞辱他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承
担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能够从羞辱的
刑具上下来，使我们能在上帝的审
判庭上生还，使我们都能成为神的
儿女。

人世间再也没有比耶稣在十字架
上张开的那个臂膀，更大的宽容了！
今天人们盼望一个向自己敞开的怀
抱，有很多歌曲也在唱：“敞开你的
怀抱，拥抱明天......”但是我们谁
能为恨我们的人敞开怀抱呢？我们谁
能为钉死我们的人敞开怀抱呢？我们
谁能为弃绝我们的人敞开怀抱呢？

耶稣张开的双臂，实在不是因为
双手被钉在木架上，而是因为他的心
被钉在人间。他的心因着爱，被牢牢
的钉大地上，不愿意离开他所爱的
人！我想着耶稣那裸呈的胸膛，他那
胸膛上没有一丝一缕的衣服。我们今
天穿各样的衣服，或是名牌的，或不
是名牌的；我们的人生也穿各样的“
衣服”，或是厚的，或是薄的；或者
我们用名望当衣服穿着，或者我们用
美貌当衣服穿着，或者我们用自卑当
衣服穿着......我们拒绝与人真正的
对话，拒绝让人真正触碰到我们的身
体、触碰到心灵和赤裸的胸膛。甚至

不是拒绝外人，甚至此刻你就会拒绝
你最亲近的人：爱人、儿女......来
触碰你的胸膛！因为你怕那触碰是一
支一支利剑、是刀锋。

但是，今天，你看见耶稣赤裸的
胸膛吗？伸向那胸膛的，真的是一把
刺刀。刺穿他的肋旁，让血流出，但
是他也没有收起他张开的怀抱！今
天，你我用多少冷箭利枪，曾扎在
耶稣的胸膛上？用多少无情的话语、
心灵中的不信、行为上的背叛、无知
中的满足......象利剑一样扎在耶稣
的胸膛上！他却没有收起他张开的双
臂，他没有用一个盔甲来遮挡他赤裸
的胸膛。

我们也能够因着与耶稣同钉十字
架，同死、同活，而向人们张开我们
的胸膛吗？我们能因为得着了耶稣拥
抱的怀抱，而敞开我们自己的怀抱
吗？他裸呈的胸膛，是向着几个世纪
张开的！但几个世纪的人都可以不信
他、悖逆他！他是向着多少亿罪人敞
开的！这罪人中有你，有我；这罪人
中有那些人们不耻与他们为伍的人，
但神却渴望拥抱这样的人。

今天，若我们的怀抱不能向谁敞
开，就可以定睛看这个让我们无法接
受的人，而思想耶稣的怀抱正向他敞
开，来体会主的怜悯与爱。人都喜欢
大地，虽然天空任我们飞翔，但大地
却接纳我们所有的失败。我像鸟一样
爱天空，但也爱大地，因为天空是我
展示翅膀的地方，但是，每一次跌落
下来，大地都是承托我的地方。我们
把多少的颂歌献给大地，出于尘土
必归回尘土。我们在这地上生，在这
地上爬行，在这地上学会走，在这地
上还会死，还会在埋入这土地，从生
到死，大地都接纳我们。圣经上说：
麦子和稗子一同生长。上帝降雨给义
人也给不义的人，阳光照好人也照歹
人。这不是审判的日子，这是呼唤的
日子。

你遇见神了吗？他不是来审判
你，他是来呼唤你的。今天他不是一
个法官，他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为
你死在十字架上的兄长，当他的怀抱
向你敞开的时候，你看见真正的大地
吗？我们岂是真的在泥土里生，又回
归泥土的呢？我们难道不是从耶稣基
督的怀抱生又回归那里吗？我们是从
神而生，又回到神那里。万物皆由他
而出，我们也是。

我喜欢一首歌，那歌说羡慕一个
最美的家乡。我常在想，埋我尸体的
是土地，埋我灵魂的也是土地吗？我
向往天空，我们的生命来自于上帝，
我们死后，我们灵魂的去向也应是那
里。耶稣在离开人世前，他向他的门
徒说，他会去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
方，会再来接我们去哪里。所以，当
你仰望天空的时候，会看见上帝天父
向你敞开的怀抱。无论你今天生活的
怎样，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回到他
的怀抱，因为他张开的怀从不收起。

因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裸呈
的胸膛，是比天宇更广阔，是那没有
夜色的星空、没有喧嚣的昼日，是我
们所有的心灵，可以倦卧的避难地。

你的心灵渴望一个怀抱吗？你的
心灵渴望一个拥抱吗？你的灵魂渴望
一个归属吗？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
怀抱为你预备。

             

           医疗保健讲座
   

  講座题目：          最 後 的 诊断
    - 講座會涵盖以下三個方面:
    1. 病理診斷對癌症治療的重要性
    2. 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感染 - HPV infection 
    3. 子宮頸抹片簡介

    时间：9月23日，星期六下午2：00-3：30
    地点：愛加倍華人教會，CARME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621  SOUTH  RANGELINE RD，CARMEL，IN 46032 在126th 
Street 和 South Rangeline Road 的交接處，從9 號門進入）

     此中文醫療保健講座時間約45分鐘，問題解答約15分鐘
          之後有30-45分鐘的茶點和溝通的時間
 

  Speaker Information: 講員信息：吴 和 俊 醫師
  Education:
  MD degree 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Pathology Residency, Ball Memorial Hospital, Muncie, Indiana
  Cytopathology Fellowship, Indiana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Indiana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Diplomate, American Board of Pathology 
        in Anatomic/Clinical Pathology and Cytopathology
  Currently：
  Clinical Professor,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Pathologist, IU Health Physicians

印城华人教会每周五晚7:30-9:00四岁到六
年级儿童都可以参加的AWANA ，新学年的活
动于9月8日开始 ，有兴趣的家长可在教会网站
上为孩子报名：

http://indychinesechurch.org/children/aw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