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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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者，被守望  （下）             
『续上期』 

守望者，被你守望

守望者是需要被守望的。聖經
說，“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什麼
呢？”（《詩》11：3）還記得那次
芝加哥海外基督徒跨世紀禱告會前
夕，我患流感病倒了。高燒中我昏昏
沉沉，無數遍想到的都是自己在服事
中，所得的安慰和人的喜歡。我因內
心驕傲被上帝重重管教，最後燒雖退
了，但一翻身卻把腰給折了，痛得幾
天都站不起來。

後來我被送去推拿診所，醫生是我

要好的弟兄。他問及我病痛的起因，
我說著說著，突然被聖靈充滿，念及
這些年上帝給我的恩典，想到自己的
敗壞，竟然哭得無法停下來，讓我的
弟兄好不尷尬。

我知道上帝聽了禱告，讓我的肉身
和心靈霎時都得著了醫治。我也知道
祂是因祂榮耀的名之緣故，在幫助我
走義路，不讓我滑向死亡線。

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在每一個
道德選擇上，我都有一種感覺，好像
自己與耶穌一塊走在獨木橋上。耶穌
從那頭走來，我從這頭走去。我只有
一個選擇，或撲進耶穌的懷抱，或咬
咬牙跳下去。

作為一個牧師，我和眾弟兄姐妹
一樣，面對各種的試探，有時也許試
探還更多。面對試探，我的經驗是，
凡耶穌在我身旁，我不好意思做的，
我就不做；凡耶穌在我身旁，我不好
意思說的，我就不說；凡耶穌在我身
旁，我不好意思看的，我就不看。當
我守住本分，聖靈總會及時地設立“
火牆”來保護我免受傷害。

是的，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是枉然儆醒！大衛曾在默
想中這樣說，“除了耶和華，誰是上
帝呢？除了我們的上帝，誰是磐石
呢？惟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

為完全的，他是上帝。”（《詩》18
：31～32）我也要像大衛一樣對上帝
說：“惟有你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
行為完全，要不我早就敗壞了，哪裡
還等得到今天！”

做別人的約拿單

服事是需要被遮蓋的，這種遮
蓋，就如同瓦片需要彼此相連，彼此
重疊，才能遮風擋雨。挪亞是一個義
人，但仍有疏忽之時。當別人的生命
出現破口時，你是像閃和雅弗，將衣
服搭在父親的肩上，倒退著進去，為
父親遮蓋住羞恥？還是像含看到父親
的赤身，帶著自義到處張揚。

我明顯看到，這個時代大衛缺少的
原因，不是別的，是缺少了約拿單，
你我願意做別人的約拿單，成為別人
的守望和祝福嗎？

轉眼，事奉主20多年過去了，我
之所以還沒有陣亡，（見拙文《舉
目》71期《我還沒有“陣亡”》）其
中還有一個緣故，就是在難處時，我
被弟兄們遮蓋。

記得我兒子在年少時，一度非常悖
逆，我和我的服事都因此受到攻擊，
那時，好多牧師、同工和我一同俯伏
下跪，流淚呼求上帝的憐憫和幫助，
他們的禱告，成為我在難處時的遮蓋
和安慰。

在服事中，弟兄們和睦同居，能在
一起笑是容易的，但若能在一起哭就
更好了。我多麼盼望，教會能有使徒
性的團隊，不只是恩賜配搭，而是生
死相交、肢體相依，就像保羅和他的
同工們一樣。

去年下半年，我在教會連續傳講
屬靈爭戰的信息，幾位靈裡敏感的弟
兄姐妹就來告訴我，他們已經自覺地
開始在會堂的四圍為我守望禱告，甚
願我能放膽傳講上帝的道。看到弟兄
姐妹生命成熟起來，不再叫人小看年
輕，我的心為之大得安慰，不住地感
謝我的上帝。

牧者理當是一個守望者，然而，守
望者也是需要被守望的！

···原载于《舉目》83期
   和官網2017.09.20··· 
 作者為印城華人教會牧師

『续上期』低头慢走崎岖路，仰目
惊见一天人。四九总是不经意地出现
在我们上空。

三号线走完，张总和小杨总算找
到大部队，同志相见，哦不，弟兄相
见，分外激动。

三号线徒步完美结束！狼牙山七八
个壮士，组长背后那位在开小差。

出门在外，美食总是让人神往。正
是这样一个个的Shelter 把我们聚在

一起，让我们像在一个大家庭一样，
充满欢笑！

一顿美食之后，追导带着童导前方
探路，带领大家开始了狼窝之旅。出

了狼窝，下面讨论一下，大家是去十
号线徒步，还是去看瀑布？

十号线的特点之一：上上下下台
阶极多极陡，尽大限度地挑战着我们

脆弱的小心脏和不听使唤的双腿。特
点之二，小溪纵横交错，星罗棋布。
按照龙哥的话，红军三渡赤水，我们
是七涉小溪，虽石滑水急，大家稳扎
稳打，全军胜利到达终点， 无一人落
水!

根据追哥的安排，大家或游10号
线，或去观赏瀑布，二选一，没想到
这帮童心不泯的弟兄姐妹，不到天黑
不回家。走过10号线，又吵着闹着要
观Cataract 瀑布。

从水流量来看，Cataract Falls 
是印第安那州第一大瀑布，它由两个
相距一英里的瀑布构成，上瀑落差有
45英尺，下瀑则有30尺。虽然远远比
不上尼加拉瀑布的恢弘气势，但是水
声滔滔，溪水潺潺，湖面微波涟漪，
配上金色的黄昏，一下子将所有的人
带入一种宁静祥和的境界。

夜幕降临，回途之中大家仍然沁于
那些美景之中，一天之中游历两个第
一。时光流逝，但美好的画面永久地
刻在我们心里，在这个有爱有温度的
小组里，真好！感恩！

金秋，我们相聚
   在 McCormick’s Creek （下）

文/在水一方

欢迎参加 
愛加倍华人基督教会 

Agap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感恩节晚会 
Thanksgiving Party

2016年11月24号（星期五）晚上6点 
621 South Rangeline Rd, Carmel，IN 46032（9號門進口）

免费感恩晚餐；才艺表演；福音 

林天成牧师：614-370-9551；
tienchen040801@gmail.com
http://www.agapein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