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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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 生命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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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无论与什么人同处总能不
讨人的厌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多人很伶俐很聪明，许多人很有学
识有本领，然而与人同处的日子一
久，便使人厌烦。最令人痛心的就是
许多人很热心信主，但是到处讨人的
厌烦，人看见他们就起不快活的感
觉，就想远离他们。如果人厌恶他们
是因为他们对主忠诚，是因为他们
不与世浮沉，是因为他们见证世人罪
恶，是因为他们不与罪恶妥协，那是
最好无比的事。这种基督徒虽然被人
厌恶却受主的欢迎，可惜大多数的基
督徒讨人的厌并不是因为他们像主，
正是因为他们不像主，因为他们有许
多过失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不注意的，
因为他们任性，因为他们自私，因为
他们无知。为要帮助这些人，我特意
提出以下的一些忠告来。　　

　一．不要专顾自己的好处一点不想
到别人

　　一个自私的人是一个最讨人厌的
人，人与人同处过着一种共同的生
活，本来应当彼此帮助，彼此顾念，
这样才能发生彼此中间的感情和友
谊。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好处，就
足能招来别人的厌烦和恶感，何况人
一存自私的心不但不顾别人，还要夺
取别人的好处归给自己，在这种情形
之下，他会作各种损人利己的事，不
用说受过他损害的人要厌恶他，就连
未曾受过他损害的人也厌恶他。人所
以自私就是因为过分的爱自己，愿意

自己享受，结果弄得到处讨人厌恶，
吃尽了诸般的痛苦。弄巧成拙，既可
恨又可怜。
　　
　　二．不要贪别人的财物

　　人一贪爱别人的财物，便会存各
种卑鄙的思想，作各种卑鄙的事有各
种卑鄙的表现，因此便招来别人的厌
恶。偷窃欺骗侵占攘夺等等的罪恶都
是起源于贪别人财物的心，这不需要
我们一一细说了。一个人存了贪爱别
人财物的心，纵使不至犯这些大罪，
也不免希望别人把他所爱的财物送给
他，因此就会开囗向人索取，或是示
意于人，或是向人借用，以后总不归
还，或是用别样不光明的方法把别人
的财物弄到手中，一个人一有这种行
为，无论与什么人同处都不会不讨厌
的。要避免这种失败，第一步就是不
要贪爱别人的财物。要紧紧记牢，对
别人的财物决不可起一点贪爱的心，
如果起这种心思便是犯罪。不起贪心
便不会再有那些讨厌的表现和言行
了。
　　
　　三．不要自己夸扬自己的长处

　　一个人有长处本来会得别人的尊
重敬爱，但如果他自己夸扬，别人尊
重他的心便会变为藐视，敬爱他的心
便会变为厌恶。你也许不知道在你自
夸的时候别人对你有什么感觉。但你
可以想想你听见一个人在你面前夸扬
他自己的长处的时候，你是否看不起
他，是否厌恶他，这样你便知道你夸
扬自己的长处的时候别人对你所抱的
态度了。真有许多长处的人若是常常
自己夸扬，都会减低他的价值，何况
你所有的那点长处算不得什么呢。
智慧人所说的话语我们总不可忘记。
他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囗
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
称。”(箴廿七章二节)。
　　

　　四．不要用虚伪待人

　　一般人都以为一味迎合人的心理
可以讨人喜欢，因此他们便预备许多
假面具，见一种人带一种假面具。
他们永远是顺着人情说人所喜欢听的
话。他们不把他们的真心对人拿出
来。他们为讨人的喜欢可以认黑作
白，以非为是。他们不得罪任何人，
他们不与任何人反对。他们心里不赞
成的事向人可以表示赞成。他们不预
备去作的事囗头上却应许人去作。他
们对人无论心里是爱是憎，表面上总
是敷衍应酬。他们以为这样作可以永
远不得罪人，永远不讨人的厌，永远
自己不受损失。却不知道这种人弄到
后来到处讨人的厌恶。那些诚实无伪
的人虽然当时受人的反对轻看，攻击
笑骂，可是到了后来却受人的钦佩敬
爱。就连那些自己诡诈的人也不能不
从心里尊敬佩服诚实无伪的人。无论
什么人都喜欢和诚实的人同处共事，
因为与他们同处决不会受欺骗被暗
算，更不必终日提心吊胆的防备他
们。
　　
　　五．不要向人索要财物

　　一个人向别人索要财物不但损自
己的人格，堕自己的志气，也最能讨
人的厌恶。因为你这样作的时候，
如果人甘心乐意给你，还没有什么问
题，如果他不甘心，便发生事故了。
他不给你恐怕使你难堪，他若给你，
又不甘心乐意。这样，他便立时对你
起了厌恶的心，他会从此看不起你，
远离你，憎恶你。就是一个人曾屡次
送给你财物，你也不可因此就认为可
以向他索要。当知道他自动的送给你
的时候是他甘心乐意，但你向他索要
的时候不见得他一定甘心乐意，更不
见得他那时候仍然有力量。一个人如
果常常向人索要财物，他会到处讨人
的厌恶。
　　      『未完待续』

生活原本没有烦恼，当欲望之火
被点燃后，烦恼就来敲你的心门了；
生活原本没有痛苦，当你开始计较得
失，贪求更多时，痛苦便来缠身了。
不幸往往源于自己错误的追求，烦恼
往往源于比较，痛苦往往源于不知
足。心好一切都好，心快乐一切都快
乐，人生的冷暖取决于心灵的温度。 

不要让金钱，夺去你知足的心；
不要让利益，夺去你公义的心；不要
让权利，夺去你单纯的心；不要让欲
望，夺去你喜乐的心；不要让美色，
夺去你洁净的心；不要让知识，夺去
你谦卑的心；不要让世界，夺去你服
事的心；不要让撒但，夺去你爱主的
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箴4:23】

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的，而是
人心里的平安。内心若有平安，外面
风浪再大，人仍能有勇气、有信心、
有力量；内心若无平安，外面再平
静，人也仍惧怕、担忧、无力。真平
安，在基督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
愁，也不要胆怯。【约14:27】

        『未完待续』

生活原本
     没有烦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