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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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作一个不讨人厌的人（中）            
『续上期』　　      

　　六．竭力避免借贷

　　轻易向人借贷的人最容易讨人厌恶，一个原
因是因为怕他见了面就要借贷，另一个原因是常
借贷的人一定不容易保守信用。一个常向人借贷
的人因为习惯了欠债便不觉得那是亏欠人的事，
因此很容易久借不还，这样一来，必定因此失去
信用。有的时候应许到什么时候偿还，及至到时
候竟忘记以致没有偿还，或是事实上没有偿还的
力量，以致不能偿还。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信用
便会完全丧失。一个没有信用常亏欠人的人焉能
不讨人的厌呢？

七．不要谈起话来总不完结

　　有些人很健谈，很喜欢说话，他们一开囗便
会从东扯到西，从南拉到北，一小时，两小时，
三五小时，七八小时谈上半天，谈上一夜，他们
也有得话可说。这种人能成为极受人欢迎的人，
也能成为极讨人厌的人。如果他们明白别人的心
理，别人喜欢听的时候他们便发言，别人不喜欢
听的时候他们便闭囗，他们可以得到许多人的好
感，别人因他们的健谈喜欢亲近他们。但如果他
们开了囗便闭囗不起来，不问别人喜欢听不喜欢
听，也不问别人忙不忙，更不问他们所说的别人
了解不了解，别人感不感兴趣，甚至别人困倦到
闭目思睡，或是焦急到抓耳挠腮，他们也满不在
意，还是絮絮不休的谈下去，这样，必定弄得人
再不敢同他谈话，再不肯听他谈话，甚至见了他
的影子便远远躲开。就是你的谈话使人感兴味，
使人喜欢听，也应当谈一些时候中间停顿一下，
好使别人有机会发言，有机会表示他们的意思，
有机会质疑。有机会告辞。一个人谈起话来如同
地球围绕着日头转动不停，决不会不讨人厌的。

　　

八．不要过问自己无权过问的事

　　有些人会作事，喜好作事，不论到那里总喜
欢过问别人的事，这也是极讨人厌的。在你自己
工作的范围内，自然是越殷勤越好，越负责任越
好。但在别人的范围内，你若越俎代庖，要替
别人负责任，要干涉别人的事，便不免讨人厌
了。比如说你在一个学校里作教员，却去过问校
长的事，要替校长负他的责任；或是你在一个医
院里作医士，却去干预院长的事，或者不待院长
的托付便替院长去支配院中的职员，那便要讨人
的厌了。自己当作的事不殷勤去作是不忠心，自
己没有权柄过问的事却殷勤过问便讨人厌了。我
知道一个无知的人，他住在别人家中的时候，竟
卖弄殷勤，斥责人家中的仆役，替主人查问家中
的物件，因此惹恼了那些仆役。他们说，“我们
吃我们主人的饭，得我们主人的钱，他是作什么
的呢？”他们预备起来打他。他也许想这样作可
以讨主人的喜悦。岂不知不但那些仆役们不肯服
他，就连主人也不会喜欢他。请想谁愿意一个外
人跑到自己的家中来替自己在家中作主人呢？不
论是在家庭中，是在社会里，是与朋友同处，凡
不是你有权柄过问的事，若不经人的请求，就不
必越俎代庖。

　　

　　九．要严守规则

　　一个人无论到那里总是任意而行，不背遵守
规则，也是极令人厌恶的事。到一个会场去不守
会场的规则，到一个医院去不守医院的规则，到
一个学校去不守学校的规则，到一个人家去不守
人家中的规则，这要给别人多大的难处。别人干
涉你罢，碍于情面不好开口，不干涉你罢，不但
别人要受妨害，而且这个门一开，大家不免群起
效尤，前途简直不可收拾。如果干涉你的时候，
你不但不引咎自责，还怪别人不给你留情面，
势必弄出无穷的纠纷，这样一来，你便到处讨人
厌烦了。我们若不愿意作一个讨人厌的人，就当
本着古人所说，“入国问禁，入乡问俗，”的教
训，无论到那里要留意那里的制度规则，严紧遵
守。不但不要惹人的干涉，而且不要给别人一点
难处。如果我们不能遵守那里的规则，我们根本
就不当去。若是去了，就必须完全遵守那里的规
则。
　　

　　十．不畏性情孤僻与人异趣

　　有些人性情孤僻，无论什么事总是与人异
趣，这也是极讨厌的事。他们与人同处总是喜好
标奇立异。他们“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
大家喜欢往东，他们却坚持非向西走不可。众人
主张吃甜的东西，他们却定意非吃辣的不可，
如果他们真是为真理为正义的缘故不肯与人同流
合污，那真是极可敬极有价值的事，但他们并不
是这样。他们完全是任性。他们在大家谈笑的时
候躲在一旁，既不言又不笑。他们总觉得人人不
顺他们的心，不合他们的意。他们觉得别人一言
一笑一举一动都是可厌恶的。他们看什么人都不
好。他们觉得只有他们的人生是标准的人生，赶
不上他们的便是不够资格。他们不怕人的攻击和
反对。他们自己觉得非常的清高。他们并不是坏
人，但他们是讨人厌的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不
能给别人什么供献，也不能使别人得什么益处，
但他们给别人的难处却不少。他们使别人受了许
多的苦，他自己受的苦更多。阅者中间如果有这
种人，就当快些觉悟，快些转过来。
　　

　　十一．要珍惜别人的财物

　　我们不可贪爱别人的财物，但我们却不可不
珍惜别人的财物。到别人的地方去，对于别人的
房屋、陈设、器具、书藉、被褥、衣服，都要十
分小心，不可污损，不可毁坏，不但不可故意污
损毁坏，也不可因为忽略粗心以致污损毁坏。有
些人对自己的财物不知道珍惜爱护，他们对别人
的财物也是这样。就是因这一点便讨人的厌恶。
有些人并不是坏人，但因为他们不知道珍惜别人
的财物，以致到处讨人厌恶，真是一件可惜的
事。住在别人家中的时候，用人的东西也应当尽
力节省。就如烧煤，点灯，用水，等等的事，都
要比在自己的家中更节省。常有人因浪费别人的
财物就惹起别人的憎嫌和恶感。
　　

　　十二．不要轻易借用别人的东西

　　一个人习惯了借用别人的东西也是一件讨人
厌恶的事。一个原因是使别人到用东西的时候不
在手下，没有得用，因此便感觉困难，第二个原
因是常借用别人的东西就不免有时污损或遗失，
以致使别人受损失感苦痛。请想如果你的东西被
人借去，到你要用的时候你竟没有得用，你心中
焦急不焦急呢？或是别人把你的东西借去，当借
走的时候还是新的整的，到他送回来的时候已经
变成旧的破的，你心中乐意不乐意呢？还有的时
候那向你借东西的人来告诉你说他把他所借的东
西遗失了，那时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呢？若不是必
不得已，总不要借用别人的东西。如果借用别人
的东西，在你用完以后就当及早送还。在你使用
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应当特别留意，不要毁坏，
不要污损；用别人的东西应当比自己的东西加倍
的小心，如果不慎毁损或遗失，就当设法买新的
补还。你没有力量赔偿的东西千万不可向人借
用。恐怕你毁坏了或遗失了，不能赔偿，便要大
大作难。赔偿呢，你没有力量，不赔偿呢，又对
不住人。这样不但使人受亏损，自己也不免讨人
厌恶了。『未完待续』

『续上期』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
在忙碌中，不会埋怨；在迷失中，有方向。凡事尊你
为大，凡事能够荣耀你圣名，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
处处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主啊！今天，求你与我们
同行，做事不是有小聪明，而是有智慧。因为你是智
慧的源头，一切聪明都是从你而来。

人不快乐有两原因：嫉妒与自怜。嫉妒，注目着
别人的拥有，以之比较自己而心生不公与苦毒；自
怜，着眼于自己的没有，以之比较他人而心生悲戚与
怨怼。学会谢恩——为他人谢恩，化嫉妒为祝福；
为自己谢恩，感恩一切的拥有——你就会快乐！“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
意。”【帖前5:18】

基督徒的喜乐，并不是没有忧虑，乃是在忧虑中
依然歌唱。基督徒的平安，不是没有疾病，乃是在疾
病中仍然乐观。基督徒的满足，不是没有缺乏，乃是
在缺乏中诚然仰望。基督徒一切的忧虑、疾病与缺
乏，让我们更经历主，更相信祂的信实亘古不变。惟
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102:27】

在这人生路中真的不会有太多人会把你放在心
中，你好，或许会得到一丝欣赏，但充其量也就如微
风掠过湖面，轻轻涟漪……而已！你差，就算有同
情，但也不过言语字句的轻抚……因心与心的距离太
远了。可是，我们却就为这样的是是非非活得累乏闷
苦。唯有祂，对你我说：……我却不忘记你。 【赛 
49:15】 『全文完』

生活原本
       没有烦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