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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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难的抉择 （上）            
文/张志刚

刚出来传道时，我就听人说，一个牧师的生命中
将要有三个“随时”：一是随时准备有人请你吃饭；
二是随时准备讲道；三是随时准备死。

一 留，还是走？

我和妻子梅影是一边读神学，一边拓荒建立教会
的。我的学业尚未完成，梅影竟然在半个撒拉的年龄
生下了一个儿子。当时正处教会初创第二年，也是我
们最困难的时候，有点像保罗形容的，外有逼迫争
战，内有软弱惧怕。

那时我们很辛苦，但辛苦还不要紧，问题是毕业
之后的身份、一家人的开销、医疗保险……这些重担
压心头，那时我们每月连正常的收入都没有，日子过
得像是以利亚常在等候乌鸦叼来的饼和肉。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有名的基督教杂志社社长的电
话，他邀请我去做杂志执行编辑。是的，我没有听
错，是执编！我的心开始狂跳：我专业是中文，曾经
梦想的就是当作家！最重要的是，毕业之后事奉的路
向清楚了，一家大小的生计也跟着有着落了。

那一天主却对我说话！“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
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
上”（《何》10：12）。每一个字都是放大的，我恐
惧战兢跪在地上，上帝让我看到一幅异象：在一片广
袤的田野上，蓝天、白云、红日，我和妻子在开荒耕
耘。我在前俯身背犁，梅影在后手扶犁头。两个儿子
在一旁奔跑、玩耍。他们的头上，还有飞翔欢叫的
小鸟。 

我对妻子说，我不能去做执编，上帝叫我们开
荒。“难道只有你祷告，人家牧师不祷告吗？”梅
影发急争辩道。我说，上帝不会矛盾，祂不会一面
感动我们开荒，一面又叫我远走高飞。

我婉拒了杂志社的邀请，也同时告诉我的同工
们，我不会因为经济和身份的原因离开教会。

这以后每次读到《创世记》，“这事以后，神
试验亚伯拉罕……”（《创》22：1），我就会想
到自己。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家经历的许多
福气，我觉得都与那一次的试验有关。

二 抓，还是放？

开荒传道到了第7年，正当我为着教会的建造，在
连续传讲《重建上帝的殿》系列信息时，想不到我又
再一次面临两难的抉择。

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儿子悖逆，这直接冲击到我
在教会的服事。我看到这背后是属灵争战——魔鬼当
然知道击打牧人，羊群分散的道理，牠巴不得把我打
倒在地。我告诉别人，我宁愿死，也不会离开教会！
我们从零开始牧养教会，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都已7
年了，怎么可能让我放弃！

 
那一天早晨，那从上帝来的可怕的印证真的临到

了，祂把我接下来主日要传讲的、已经写好了讲章的
信息的感动一下子拿走了！白纸上面每一行字都是熟
悉的，是我自己写上去的，但此时此刻，这信息却是
如此陌生，感觉离我好远。

 
我从来是按着顺序读经的，上帝的话如此清晰地

临到了我。“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
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且去等候结局，
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
分。’”（《但》12：9—13）

 
祷告清楚，上帝不仅要我放下，他还要我带着孩

子离开教会！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眼前还能浮
现那天早晨的情景，梅影听到我的决定，扑倒在地
上，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号声，就像有人用暴力将她的
孩子活生生地从她怀中夺去！

 
“我们怎么可能与教会、与弟兄姐妹分离！我

们每一天想的都是他们，我们好像就是为他们活着
的！”多年之后，当我重新回到牧会的岗位，我读到
了祝健牧师的散文诗《牧场旷想》，我真是心有戚戚
焉！ 

除了对羊有价值，牧人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
行，什么都没有。牧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羊而活。

牧人满意的笑，是看见羊慢慢长大了
羊若不存在了，牧人的心从此也会像一抹晚霞将

从地平线上消失而去。
……
             『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举目》纸刊84期及官网2017.11.15
       作者现为印城华人教会牧师

伴随着孩子们响亮的歌声，印城华人教会
AWANA 冬季结业暨迎圣诞晚会开始了！家长及
众多观礼来宾蜂拥而至前排就座，台上台下充
满了节日的气氛。

一首首脍炙人口久唱不厌的圣诞歌感染了在
场的每一位。在两千多年前的伯利恒（地名）
，那个被希律王追杀的刚刚降生的婴孩，那个
被东方三博士朝拜的婴孩，那个被众天使保护
逃到埃及免遭杀害又在希律死后回到拿撒勒（
地名）长大成人的婴孩，他是神派来的君王，
他是世人的救主。今天，我们AWANA的牧师，老
师，学生和家长齐聚一堂，高举双手敬拜赞美
他，慶祝他的诞生日。

美好的夜晚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在庆
祝主耶稣降生的日子里再一次仰望那高悬的十
字架，为那道成肉身的圣子来到世上所做的救
赎，为那从祂而来的平安喜乐感恩。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晚會在“Silent 
Night”的歌聲和燭光的環繞中，結束了。我
們帶著感恩的心情迎來了主耶穌的又一個誕生
日。

 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温馨提示：寒假后AWANA将于2018年元月十二日
周五晚7：30开始活动，欢迎新老朋友一起参加

地址：印城华人教会3405 E. 116th St.  
              Carmel, IN  46033

冬季结业
      暨

迎圣诞晚会

在印城华人教会AWANA 冬季结业暨迎圣诞
晚会上，老师们和孩子们的精彩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