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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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明道关于

                           处世待人                              的几句话

 基督徒不可不知道人心的诡诈险
幻，与社会中种种的黑暗罪恶，但基
督徒不可沾染这些。

基督徒与人来往交接，宁可自己吃
亏，不可使人吃亏。自己吃亏能荣耀
神，使人吃亏要羞辱神；自己吃亏事
后心中有平安，使人吃亏事后心中受
痛苦；自己吃亏常得人的敬爱，使人
吃亏必受人的恨恶。

不要轻易信任人，也不要轻易疑
惑人，除非清清楚楚有凭有据的认识
了一个人，总不要轻易断定一个人的
好坏。不但口里不要轻易断定他，连
心里也不要这样。人一有了成见，就
像戴上有色的眼镜一样；戴上那种颜
色的眼镜，无论看什么就都是那种颜
色了。

以恶意揣度人是一种大罪；这样作
不但容易屈枉人，损害人，而且自己
也要大受损害。

拿别人的短处作谈笑的材料，是一
件极无知而且有害的事。

帮助别人，将好处给别人，要看是
自己的本分；受人的帮助，得人的好
处，要看是别人的恩惠。

待别人有好处总不要记念；别人待
我有好处总不可遗忘。

能看见仇敌的长处和所爱的人的短
处，非大智的人不易作到。

别人告诉你说某人好，你不要轻易
相信；恐怕对你说话的人是那人的朋
友故意袒护他，誉赞他，或是对你说
话的人也不清楚认识他。别人告诉你
说某人不好，你也不要轻易信；恐怕
对你说话的人是那人的仇敌，故意污

辱他，谗谤他，或是对你说话的人也
不清楚认识他。轻易信别人的话是很
容易弄出错误和失败来的。

 
要得人的尊敬，须先尊敬人，并作

得人尊敬的事；要得人的爱，须先作
爱人并得人爱的事。不作这些却一味
的希望得人的尊敬和人的爱，结果只
能讨来人的轻看和厌恶。

 
总不要当着许多人一直揭露个人的

短处；就是出于善意的劝告，也当寻
找一个机会，同他单独的谈论。除了
极少数程度特别高的人以外，大多数
的人是忍受不了这个的。

 
不要耳朵太软，听别人说什么就随

从。但也不要心太硬，总不肯接受人
的善言。要常虚怀若谷，乐纳人言。
将别人的意见拿来作参考的材料。在
神面前求神的光照和指导。好的意见
都采纳不好的意见就摒弃。正如经上
的教训说：“凡事要察验，善美的要
持守。”(帖前五章二十一节)。

 
处世待人只要自己对得起神，对

得起人，就不必顾虑别人说什么，或
是批评什么。一个爱神的人要叫人人
都满意，都说好，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事。

 
不要以为“爱仇敌”是理想的空

谈，我们的主和古代的门徒都已经实
践过这样的教训了。(见路二十三章三
十四节；徒七章六十节)。

 
处在这样邪恶的世界中，一个基督

徒无论怎样虔诚热心，若没有勇敢，
是断不能站立得住。

 
医生为病人治疗传染病的时候，总

是很留意的防备自己不要受病菌的传
染。基督徒去寻找拯救罪人或是去帮
助软弱跌倒的信徒的时候，也当这样
怀着戒心。

 
世界上可以有千百人心中恨我，但

我心中却不可恨一个人。
 
受人欺侮，没有力量反抗而不反抗

固然是好，但有力量反抗，仍不反抗
是更好。

 
为自己的权利、地位、名誉、幸

福，无论怎样让步都可以。但为神的
真理和正义，为保守自己的信仰和

圣洁，为神的使命和委托，为帮助需
要帮助的人，却不能有丝毫的让步和
妥协。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所留的榜
样，也是我们这作主门徒的人应当学
习的。

 
见你面就奉承，谄谀夸赞，誉扬

你，遇事卖弄殷勤，你说什么话他总
是一味附和，竭力讨你喜悦的人，你
要加意防备他，不可与他接近，更不
可轻易信任他，以他为知心的密友。
因为这种人十之八九是卑鄙自私争权
夺利的小人。他极力迎合你的心意不
过是要讨你的欢心，利用你成就他的
私图罢了。

 
认识人不在明处，却在暗处，不

在人所注意的事上，却在人所不注意
的事上。在明处作人好的在暗处作人
未必好，但在暗处作人好的在明处作
人必定好。在人所注意的事上可靠的
人，在人所不注意的事上未必可靠，
但在人所不注意的事上可靠的人，在
人所注意的事上必定可靠。以这个作
标准去看人，不会有多少错误了。

 
不要忽略你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在你不留意的时候不晓得在暗
中有多少只眼睛看着你，有多少只耳
朵听着你呢。

 
忍心损害别人为你求好处的人，你

当竭力远避他，防备他；恐怕他有一
天也会再为另外的什么人求好处来损
害你。

 
小心你自己不要说一次谎，不要有

一次以虚伪待人，恐怕你竟因此毁坏
你一生的信用。

 
真有德行的人总不自己表彰他的德

行；真有学问的人总不自己显扬他的
学问，真有才能的人总不自己卖弄他
的才能。古语所说，“大智若愚，大
勇若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无
论什么时候看见人竭力显扬自己，夸
张自己，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决不会有
什么很高的程度。

 
以金钱地位衣履容貌炫耀人前的，

正是暴露他自己的卑鄙；以这些去分
别人的也是如此。

 
许多人以在人面前说大话为荣耀，

其实说得出来作不到才真是极羞辱的
事呢！

社会上许多欺人害人的事都是以
财以色为饵。真希奇！投饵的人有多
少，上钓的人也就有多少！人都罪
责投饵害人的人可恶，其实被害的人
若不吃他们所投的饵，又何至上了钓
呢？欺人害人固然是罪，起贪心动淫
念难道就不是罪么？不吞饵就不上
钓。不贪财不好色就不至被欺受害。
基督徒处世万不可忽略这一件。

 
持已越严越好，但待人却应宽大。
 
与人同处当留意看人的长处，自己

勉力去学，当留意看人的短处，自己
勉力去改。

 
基督徒待人接物应当彬彬有礼，

但一切含有虚伪性的客套却应当完全
屏弃。

 
基督徒处世待人，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当只顾自己的
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贫穷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到处被人

藐视厌弃，基督徒应当特别体恤帮助
他们。

 
世人都欢喜作“锦上添花”的事，

基督徒却应当学习“雪里送炭。”
 
基督处世待人万不可与世人同流合

污，但也不可故意标奇立异；我们不
怕为顺服神的缘故受全世界的攻击，
但我们也当遵行经上的教训：“若是
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十
二章十八节)。

 
处世立身务要有定见，有决心，

有勇敢，有毅力，凡事只随从神的旨
意，不随从人意的指导；只敬畏神，
不惧怕人。当作的事不顾一切放胆去
作，不当作的事也不顾一切拒绝不
作。    

    选自《王明道文库1·窄门》

          

爱加倍华人基督教会

           庆 祝 中 秋 
   
     爱加倍华人基督教会定于在九月三十日（礼拜六）晚上六点
至九点在教会举办中秋节聚餐和晚餐之后的家庭艺术才干表演。
我们欢迎印城的华人朋友、家庭来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每年一度
华人的佳节。若你有时间准备，我们也欢迎你或你的家庭带一道
你的拿手好菜和我们一起分享。

 地址：621 South Rangeline Rd., Carmel, IN 46032 
 (在126th 街 与 South Rangeline Road 的交接处) 
 - 即 Carmel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 从九号门进入

   若要进一步资讯，请联络本教会林天成牧师
电话：614-370-9551；

电子邮件：tienchen04080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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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经开始 ，有
兴趣的家长可在教会网站上为孩子报
名：http://indychi-
nesechurch.org/chil-
dren/awana

王明道（1900年7月25

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

人，20世纪中国基督教自立

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

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

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

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

种种罪恶。从1927年起，他

自资发行《灵食季刊》共28

年，发表很多有影响力的文

章。从1933年起，他在北京

建立并引领基督徒会堂共22

年。因为反对三自教会，他

在1955年被中国政府逮捕，

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

刑。 1980年被释，但从未

被平反。 1991年在上海因

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