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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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张志刚

作者是美國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守望者，被守望  （上）             
當你蒙上帝呼召，成了牧者，不管

你自己是否意識到，你就是一個守望
者了。這就如同你有了孩子，不管你
是否接受，你已經為人父母了。

午夜電話鈴

96年初，教會的福音團契在我家
開始，我們歡迎任何人來參加。有
一天，洛杉磯山谷大道指壓店的老闆
韓某，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來到了
我家。他說他身上有槍，我不知是真
是假，心想既然他來了，我就壯膽向
他傳福音。他在我家整整呆了12個小
時，決志之後才離開。

過了沒幾天，他帶了一個女子來
團契聚會。我感覺他們關係“不對”，

當晚藉著上帝的話語，我囑咐大家，
上帝的兒女要聖潔，不能淫亂。第二
天，我接到一個電話，是與韓某同行
的女子打來的。她吞吞吐吐，我問是
不是韓某欺負了她，她說是的。我和
太太立刻趕去，我鼓勵她趕快離開韓
某，若被威脅，就說是我要她離開
的。

這天半夜，我被電話鈴驚醒，電話
裡傳出韓某低沉的聲音。“我想告訴
你，我對她有感情！”我的腦子嗡的
一聲，只覺一個黑乎乎的槍口正抵著
我的腦門。我想到彼得的呼求，“耶
穌，救我！”不知哪來的勇氣，我不
再懼怕。“我沒有心思半夜與你討論
男女感情的問題，但我要告訴你，基
督徒不能淫亂。”談了整整40分鐘，
這過程真是一場屬靈爭戰！最後韓某
在電話裡接受了我的禱告。

從此，我再也沒有見到韓某。我
想，如果那次我被黑暗的權勢給嚇住
了，我就很難有勇氣再來帶領這個初
創的福音團契了。

屬靈爭戰，守望者的孤獨

在拓荒的年日裡，上帝把我的目
光，從聚焦於表面的教會事工運轉，
逐漸引向關注背後的屬靈爭戰，我才
在一切人為的、環境的難處背後，看
到那惡者骨碌碌的眼睛。

魔鬼在教會無孔不入，它實在太
詭詐了，專門“盯”著弟兄姐妹的難
處——他們最擔心失去的、最盼望得
到的，都是魔鬼容易攻擊之處。只要
心稍微迷糊一下，還未上陣，就被打
倒了。

有一陣，初創的教會出現了分裂，
我曾看重的幾位同工離開了。在這
裡，他們曾聽到福音，受洗，開始學
習事奉。面對他們的離開，多少次我
安慰自己：“讓他們走吧，這其中有
上帝的美意”，但這樣的安慰沒用，
仍挪不去我心中那份傷痛。

教會同工中，有做直銷生意的，
做生意只要合法，上帝也不禁止，問
題是聖殿裡不允許進行以盈利為目的

的商業活動，被傳道人禁止，有人便
離開了；有人覺得自己的事業蒙上帝
大大祝福，但來到教會卻不被傳道人
祝福，也離開了；那年頭，弟兄姐妹
中“身份”有難處的人很多，但我們
不能為一張綠卡，摻水造假，出賣信
仰，有人覺得這是見死不救，做法太
絕對，也走開了……

記得那段日子，我的心一直在爭戰
中，胸中奔突的情感如果用曲線畫下
來，定會出現許多尖齒狀。有些話我
真的只敢和上帝說，我下定決心，要
是教會不能分別為聖，那甘脆換成“
俱樂部”或“同鄉會”的招牌得了！

有一天，上帝藉著《以西結書》向
我說話，祂囑咐我作守望者，祂的話
沉重而又嚴厲：“倘若守望的人見刀
劍臨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
刀劍來殺了他們中間的一個人，他雖
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卻要向守望的人
討他喪命的罪”（《結》33：6）。

弟兄，我們同為守望者

98年11月的某個午夜，在我爭戰
倍感孤獨時，我親愛的弟兄同蘇給我
傳真過來一首詩，那詩足足寫滿了5張
紙。同蘇的字寫得很大，每個字都好
像在跳躍、在吶喊，而且有的字竟是
模糊的，那一定是我弟兄的淚水滴在
了上面。

黑夜，無邊的黑夜，
寒露浸透單薄的衣衫，
霜風刺進骨髓的深處，
孤獨的守望者還堅立望台。

我親愛的弟兄啊！
我與你肢體相連，
打在你身上的霜風，
也切進了我的肌膚，
你轆轆的飢腸，
竟在我的腹中聲聲鳴響。 

我真願乘星光下的長風
——來到你的身旁。
我願化為一件披風，
我願變成一根拐杖，
我願點燃一堆篝火，
我願送去一碗滾燙的麵湯。 

但是，但是我卻不能前往，
因為我也有我的城池，
因為我也有我的號角，
因為我也被耶和華選中，
與你一樣孤立在我的望台。 

我只有在神的面前跪下，
禱告耶和華讓天使把你環繞。
我們能孤立望台卻堅守下來，
那原本不是我們自己的力量使然。
如果不是曾經孤立的神
——住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又怎能孤立得下去？ 

我將囊中那塊小小的乾餅掰開一半，
讓飛過的孤鴻捎到你的面前，
世界會對著小小的乾餅發笑，
我們卻從中品出神無限的恩典！ 

後來沒過多久，同蘇夫婦的教會正
好有人來我們教會，我就做了一個芝
麻大餅，切了一半，捎給了他們。

    『未完待续』

 ···原载于《舉目》83期
    和官網2017.09.20···

自踏青于鹰溪公园，夏游于Culver 
Lake，印城华人教会重生小组的金秋
之旅又上了新的台阶－先是生活娱乐
部长追哥给出了四条秋游路线，让我
们这些有选择恐惧症的人着实纠结了
好几天；再是追哥带领小童子军助导
Oliver提前两天到达，亲身体验各条
徒步路线；最后在出行当天御用摄影
师多哥全程实拍，捕捉美好时刻！

试想一片崎岖起伏，沟壑跌宕，
丛林茂密的地方，曾让土著人望而
生畏，不能定居在此，McCormick’s 
Creek 州立公园正是建在这样一片充
满原始气息的土地上。早于1816年
John McCormick 置下，后于1914年印
第安那州百年庆典时命为第一个州立
公园。

十点多钟，先遣小分队和主力部队
胜利会师，大家立刻被这片自然，古
朴和雄伟的景象吸引住了。

徒步始于三号线，寂静安祥的源
头，丝毫不会让人想到丛林深处的崎
岖和坎坷。

大部队渐行渐远，缓缓地融入金色
的丛林中

溪横独木桥

汕头大学的范老师，是海姐在校园
团契结交的新朋友。范老师虽说是理
工科学霸，但颇有诗意，屡屡对大自
然的一片叶，一束光发出感叹！

组长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看看英
雄的气概有木有？

龙哥潇洒地挥挥手，不带走一片
云彩！

美丽的姐妹花

『未完待续』

金秋，我们相聚
   在 McCormick’s Creek （上）

文/在水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