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过死荫的幽谷

Walking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耶稣从未应许过信祂的人会百事顺遂；相反，祂却提前警示祂
的每个跟随者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 9：23）
在 2020 年新年伊始，每个人都期待着从上帝那里得到双倍的祝福。然而，得双倍祝福
的前提条件是要迎接双倍挑战，因为每一项祝福之前都要先逾越每一项挑战。今年我
和我家要迎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答案不言而喻，就是我要在年初做心脏手术。

背景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据妈妈介绍，我出生时脐带缠脖子上不会呼吸。经收生婆在后背
上拍了几下，我才开始正常呼吸。妈妈给我喂奶十分困难，我吃一口吐一口。村里有经验的老人建
议给我喂一种叫朱砂的中草药。妈妈尝试给我喂了朱砂后，我才开始慢慢地吮吸奶水。我心脏跳动
异常，有很强的震感。睡觉时，妈妈躺在我旁边都能感受到我心脏发出“砰砰”的跳动声。她把我抱
到村里赤脚医生那里去检查。由于赤脚医生缺乏必要的医疗常识，所以，他也无法判断我有什么具
体问题，只是喋喋不休地规劝我妈妈说：“这孩子活不成，你就别费劲儿了，还是趁早把他扔到村西
头的元宝山吧。”在当时中国社会上，父母将身体残疾或发育不全的婴儿弃掉是常有的事儿。然而幸
运的是，我的父母却没有那么对待我。出生 7 个月后，妈妈带着我去鹤岗市医院检查。医生用听诊
器听了我的心脏后告诉妈妈说： “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 妈妈连忙问：“那怎么办呢？” 很可惜，
医生没能给出任何答案。心脏病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全家人。爸爸每逢从中国黑龙江写信给远在
青海的姑姑时，每次都会提到我患有心脏病，不知道如何解决之类的话。
心脏病没有完全阻挠我的成长。我身体发育基本正常，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念书学习，做一些
简单的零活儿。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我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每逢春秋交替之际我都难逃流感的
侵蚀，从而生病在家一两周。同时，我不能做剧烈运动，每次体育课赛跑我都是全班倒数第一名。

十五岁那年，厄运终于如赤脚医生所预言的那样降临了。我心脏病发作，浑身浮肿，行动缓
慢，寝食难安，几乎丧命。然而，基督的福音传至我们村庄。我信主之后，在教会负责人赵姐妹的
带领下，弟兄姐妹每晚到我家情词迫切地祈祷，上帝彰显了祂的大能。我死里逃生，从而走上了跟
随耶稣、奉献传道之道。这部分故事的具体细节，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有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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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病的病发症是一连串的结核。当时中国医生检查说到，我患有腹膜性骨结核和淋巴腺结
核。医学的角度说，结核是先天性心脏的病发症。腹膜性骨结核是在我心脏病发作前期开始。当时
双手浮肿，手指和腕部变黑，皮肤腐烂，脓水从骨缝之间流出。妈妈将家用的针用火烧红进行消毒
后，将脓包挑破，把浓水挤出，用纱布将伤口包扎上。我用过很多消炎药物，协助消炎，使伤口慢
慢变干。它造成我左手拇指根部的骨节处留有 2 个疤痕，右手腕部与大拇指间的连接处有 1 个疤痕。
淋巴腺结核是在我心脏病痊愈后发作的。它外在的表现形式是：我脖子上一个接一个地凸起脓包。
每个脓包从小变大，长到像 5 岁孩子拳头一样大小。接着，脓包会肿胀腐烂，血水流出，直到血水
流干后就自然结为疤痕。在患有淋巴腺结核时，我一直将脓包用衣服的领子遮盖，不让家人发现。

我也没有采用任何药物，而是专心祈求上帝的医治。当脓包使我疼痛难忍时，我就跪在东北的火炕
上不住地祈祷，反复思想耶稣十字架上的受苦，才最终战胜了疼痛。最后一个脓包造成我发高烧，
淋巴腺结核的秘密才被家人发现。在家人的督促下，我只打了一个退烧的点滴就痊愈了。不过，我
脖子上至今仍留有 5 处明显的疤痕。我的体力恢复，可以做健康的人所做的事，可以拥有一个健康
的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弄清楚，那就是我心脏病的具体问题到底是什么？它在医学上

怎么称呼？我所能知道的就是心脏有很强的杂音，剧烈的运动会使我心跳加速。不过，这并不影响
我正常的生活。
在上帝的眷顾和引导之下，我竭力追求，刻苦学习，坚持传道。因着上帝的眷顾，我从黑龙江
老家考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南京神学院完成 7 年的神学硕士之后返回黑龙江，在那里 3 年教

书育人为教会培养工人。在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那天，我受上帝的感召勇敢地跨出国门，迈
向美国的奥克拉荷马的城市大学。2 年顺利完成宗教学硕士毕业，接着在奥克拉荷马城 “流泪撒种”
做植堂服侍 8 年。同时，上帝赐予我美丽的妻子。我们结婚 7 年生儿养女。在 2018 年初因为小石城
以马内利浸信会负责同工方潔娴姐妹的一通电话，我和妻子祈祷中得到上帝的印证后，一无反顾地
举家搬迁到了小石城。在这 27 年的旅程中，我没有感觉到身体上有任何异样。
2008 年 刚 入 奥 克 拉 荷 马 城 市 大 学 就 读 时 ， 我 曾 到 当 地 的 浸 信 会 医 院 （ Baptist Integris
Hospital）去作检查。心脏病专家建议，我的心脏病是先天性的，经历过 15 岁那年的危险期，在 30
岁时身体已经适应了，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如果有什么变化，再去咨询他。2014 年女儿出生前，
西北浸信教会的一位医生建议我去奥克拉荷马医学中心（OU Medical Center）做进一步检查，因为

他想确保我的身体状况能足以胜任为人父的重托。那里的心脏病专家为我作了一系列检查，并建议
我做心导管检查术（Cardiac catheterization）——将导管从腿部静脉插入，送至上、下腔静脉，右
心房，右心室及肺动脉，进一步获得准确数据，然后再商讨手术方案。作这个手术后，医生要求病
人要至少在家里修养三日。尽管这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听起来仍然感到很恐
。加之教会侍奉繁忙，作心导管检查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几个月后，我拿着 2008 年从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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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加之教会侍奉繁忙，作心导管检查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几个月后，我拿着 2008 年从浸信会
医院和 2014 年从奥克拉荷马医学院得到的两份报告，去奥克拉荷马心脏病医院（Oklahoma Heart
Hospital），找那里的院长咨询。我问他：“在过去 7 年里我心脏的各项指标是否有变化？”院长回答
说：“没有变化”。他给我的建议是，我的心脏暂时不需要做手术，但每年要定期检查两次。如果有

异常情况出现，马上来找他。院长的一番解释像一粒定心丸一样，打消了我对自己心脏问题的所有
顾虑。

急診
我们的生活显得那么宁静。我们全家搬到小石城以后，我偶尔会感到容易疲劳。有时忙碌一天

后晚上睡觉时脚部会略微浮肿，早晨醒来脸部也会有些浮肿。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刚到新地方换水土
而给身体造成的不适，并没有过份关注它。浮肿症状过一两天就自然消失了。直到去年十月底，我
的脸部和腿部浮肿连续两天持续不下。到了第三天中午，我突然感到胸闷、气短，心脏疼痛。午休
醒来后，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更加严重了。在下午 2：30 分，我急忙开车跑到沃尔格林
（Walgreens）的药房，希望买些止疼药服用。药剂师催促我说，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应急诊所

（Urgent Care）或医院急诊室 (Emergency Room) 。考虑到费用问题，我首选择先去最近的应急诊
所。在应急诊所里，医生给我作了心电图（EKG）之后，急切地敦促我说： “你心脏情况很不正常，
需要马上去医院急诊室” 。
我问医生说：“我今天晚上在教会还有服侍，可以等到明天再去急诊吗”？
他反问我说： “生命和工作哪一样更重要呢？你现在需要马上去急诊。”
我回答说：“好吧”。于是，我开车直接去了心脏病医院（Heart Hospital）的急诊室。到医院之
后，我打电话通知妻子说：“我现在心脏病医院的急诊，你先把孩子们照顾好，不用管我。”

她说：“我先把孩子带到教会参加秋节（Fun Fest）活动，让奶奶看着。马上就来！”。
所有医护人员看到我都神情紧张，因为他们担心我发生心脏堵塞或心衰。在短短 10 分钟内，他
们就把我迅速地送进手术室，从胳膊的静脉处给我做了心导管检查术（Cardiac Catheterization）。
在进手术室时，我闭着眼睛不住地祈祷。一位黑人小护士问我： “你害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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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手术室时，我闭着眼睛不住地祈祷。一位黑人小护士问我： “你害怕吗？”
我回答说：“我不怕，我是牧师，我在祷告呢！”
她说：“太好了。你继续祈祷。”
我一面祷告，一面称赞医护人员是最棒的团队。同时，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和医护人员见证说是
因为上帝的恩典，我才能顺利活到 41 岁。
很快地，妻子赶到了医院。检查报告出来了。好消息是我的心脏没有发生心衰或心脏堵塞。坏
消息是我的肺压明显升高。人的正常肺压应该是 10～30mmHg，平均肺压是 25mmHg。2009 年 1
月 9 日我由 Dr. Kenneth Wong, MD 在奥克拉荷马浸信会医院（Baptist Integris Hospital）的肺压
检测结果是 48mmHg；2014 年 5 月 29 日由 Abu-Fadel 在奥克拉荷马医学中心 (OU Medical
Center) 检测结果是 46mmHg。这次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检测结果是 66. 3mmHg。很明显，比较
而言，过去 5 年里我的肺压增加了 20.3mmHg。
我询问医生说：“肺压的检测偏高是不是因为我近期处在紧张状态下？我下一次再检测会不会有
变化？”
医生回答说：“不是的。肺压增高是你的心脏功能衰退造成的。它和你最近是否处在紧张状态没
有关系。”医生建议我尽快做心脏缝合的手术。否则，随着年龄增大、体质减弱、心脏负荷加大、风
险就会更大。他给我开了两种药物，一种是帮助利尿的，另一个则是补充钾的，让我服用这两种药
物。同时，他把我推荐给阿肯色州儿童医院，称那里去年刚从加州来了一位著名心脏手术专家布朗.
李牧生（Dr. Brian Reemtsen）1。他主治儿童心脏病和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成人。后来，从上网得
知，这位医生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正式就任阿肯色州儿童医院心脏科主任。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UCLA）有 25 年经验，并曾为一个三周的婴儿移植了一个草莓大小的心脏而闻名全国。
在心脏病医院做完心导管检查术后的第二天中午，医生就让我出院了。这次急诊的经历对我的
生命触动很大。首先，这个小手术消除了我对心脏导管术、甚至是心脏病大手术的恐惧。同时，它
使我更加珍惜和热爱生命，并认真地将生命的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哪
一天去见主的面。出院以后，我每天早晨去教会侍奉都要穿西装打领带，并对遇见的每个人充满友

善和热情。教会门前的接待人员看到我衣着整齐，便惊讶地问： “李牧师，你今天参加追思礼吗？”
我回答说：“没有阿，不过，我希望我每天都预备好朝见我的主！”
1

笔者根据医生英文名字的谐音将其翻译成“李牧 生”这个中文名字，意味着上帝藉着他的手使笔者李春海牧师起死回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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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
上帝要在一个人身上成就他的计划之前，一定会作一系列相应的预备工作。对于是否需要做这
个心脏手术，手术的危险性有多大，手术后我一定会比从前更健康吗？等问题，我和妻子莎莎一直

将放在祈祷中。对此，我们至少得到了六方面的确据。
第一件事：心灵的预备
每次祈祷后，我们都很有平安。过年那么多年来上帝一直保守我，使我身体健康平安无事。然
而，就像任何受造的机器都会有老化损坏的时候一样，我的心脏也在走向衰老。我的肺压增高就表

明我身体的机器已经亮了红灯，如果不及时修理，恐怕会错过最佳时机。
曾有则寓道故事讲到：当洪水来临时，一位牧师祈求上帝来搭救他。上帝便先后派人划小船、
开大船、甚至开直升飞机来搭救他，都被他一一拒绝了。后来，他被洪水淹死了。当他到天堂遇见
上帝以后反问上帝说：“上帝阿，当洪水来临时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说：“我曾三次派人去救

你，都被你拒绝了啊！”他说：“你什么时候来救我了？”上帝说：“那些划小船、开大船、开直升飞机
的人都是我派去的”。是的，我不要犯那个愚拙的牧师所犯的。错误既然上帝在这个时候为我预备了
最好的医生，我就一定要抓住机会，积极配合医生的手术治疗。
第二件事：时机是对的
从前一提起做手术这件事，我和妻子心里总是不寒而栗。然而，现在每次提到手术我们的心情
都异常平静和坦然。同时，我选择这个时间做手术对于家庭和教会都是最佳时机。从教会的服侍上
来说，上帝在以马内利华语浸信会为我们预备了一批得力的同工。他们在我手术期间给我放假一个
月，并在这期间主动担任起教会的各项服侍。从家庭的角度说，我妈妈去年 7 月底来美国和我们一
起生活，她在照顾家务和看管孩子上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样，我手术期间就免去了对教会和家庭的
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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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多方咨询专家
为了更清楚地明确手术的必要性，我们专门咨询了几位心脏病专家。一位是中国哈尔滨医科大

医院心脏科主任，另一位是中国天津军医医院心脏科主任。几年前我在奥克拉荷马时，他们两位都
看过我的心脏报告。当看了我最新的检查报告后，他们认为我现在应该尽快手术。另外，我们教会
的黄弟兄是阿肯色心脏医院的心脏病专家。他特意安排半个小时约见我们，用中文给我们解释我的
心脏情况，并建议我最好在半年之内作心脏手术。这样，除了美国心脏病医院医生的建议外，三位
华人专家也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一致的意见，即尽快手术。
第四件事：德州老牛仔的故事
在 2019 年 12 月 24 日那天早晨，在德州的旅馆里我偶然看到“今日美国”（USA Today Holiday）
报纸上登载的一个见证：1988 年，一位手术医师为一个生命垂危的牛仔植入一颗新的心脏。31 年之

后，他又为这个病人做了第二个换心手术。病人名字叫 纽曼（Newman），医生是乔伊斯父子
（Lyle Joyce & David Joyce）。1988 年纽曼做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医生计划为他安置一颗人工制
作的心脏。但在手术前三个小时，乔伊斯医生说：“你要进手术室了，但你这次得到的是一颗真正的
心脏”。几乎是最后一分钟，一颗捐赠的心脏居然到位了。纽曼从前牛仔竞技表演得过世界第三名。
他手术 6 天后出院，4 周后他开始骑马。那年 10 月份，他和他的队友们夺得了世界冠军。任何一个

心脏都有它的寿命。这个老牛仔也不例外。31 年之后，他心脏再次衰竭。全世界只有 100 个人作过
第二次心脏移植手术。纽曼自称是基督徒牛仔（a self-described Christian cowboy）做了一件对他
来说很自然的事情，他祷告：“愿上帝的旨意成全”！全美国共有 3400 例心脏移植手术。第二次心脏
移植有 100 例左右。2019 年 3 月 31 日晚上，纽曼已奄奄一息。乔伊斯（David Joyce）感到他们在
参加一场丧礼。但第二天早晨，这个坚强的老牛仔仍然活着，更令人惊讶的是，捐赠的心脏已经到
位了。手术非常成功。纽曼在 Froedtert 住两周后就康复了，“时间相对短”——医生说。纽曼说：“那
是上帝的作为。”“伟大的医治者自己才能成全这事。” 6 月 15 日纽曼回到了他爱荷华州（Iowa）州的
竞技场。他的工作是做营地的教练，指导从 8-17 岁的学生们。纽曼说：“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引人归
向基督”（Our main purpose is to lead them to Christ）。
这个见证给我巨大的力量。比较而言，我的心脏缝合手术与换心手术在程度上轻多了，既然今
天科学技术可以作换心手术，那心脏缝合手术就更应该不成问题了。西部老牛仔的信仰精神深深地
激励了我，既然他能活下来、并赢得世界冠军是为基督作见证，那我如果心脏手术成功后就更要像
他一样为基督作那荣美的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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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件事：圣经经文
我每次为手术祈祷，求上帝用经文来印证和安慰我，一段经文总是浮现在脑海中。当耶稣预言

自己要受许多苦，并会被杀，第三日复活时，彼得劝阻耶稣说：“主阿，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
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
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 16：21-23）。这段经文直接对我的环境说话，从中我学到：第一，苦难
是主门徒的必修课；第二，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而拒绝苦难（大手术）临到我身上。人的思维模式
会想，最好不要做手术，或者只是作一个相对容易的微创手术。但也许主的心意是，只有通过大手

术才能完全彰显主的荣耀。第三，我们的主经历死亡才能通向复活。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受苦，复活
就变得肤浅而没有意义了。或许经历大手术后，我生命得到塑造，并可以更长久、更深远地为主作
见证。这些灵性上的预备，为手术的成功种下了信仰上希望的种子。
第六件事：环境印证，肺压降下
12 月 3 日到儿童医院之后，我的心脏病专家是博迈尔医生（Dr. Tanmay Bhamare）。他给我开
了更大剂量的利尿药（Lasix），并告诉我说，手术之前需要从大腿根部的静脉处再作一次心导管检
查术（Cardiac Catheterization）检测我的肺压。如果肺压过高，就需要再服药一段时间后，再作心
导管检查术。直等到肺压降下来，才能进行心脏手术。我当然不希望作第三次心导管检查术。所
以，我请弟兄姐妹特别为肺压降到正常而祈祷，求主保守不要经历不必要的纠结和挣扎。在 2020 年
1 月 6 日我进行心导管检查术，从麻醉中醒来后我听到医生的第一句话就是： “恭喜你，肺压降下来
了。你可以作心脏手术了。” 感谢主，这真是个好消息。

延期
上帝安排的时间一定是最好的。祂不会误事，也不会提前。祂会按照祂的时候成就祂的计划，
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候。手术原定于 2 月 4 日进行。然而，直到 2 月 3 日作术前检查时，医生才突
然通知我说： “对不起，你的手术需要改日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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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突然的变动让我措手不及。我反问说：“如果要改期，你们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你们改了
我的手术日期，就等于改了我整个教会服侍安排的行程。我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而是代表教会整个
团队。”

医生解释说：“实在对不起。但是今天早晨医生团队会诊时，我们特别注意到你心脏周围有很多
白色的斑点。我们怀疑你是否有肺结核？所以要作进一步检查。”
我回答说：“我从小得过结核（具体包括腹膜性骨结核和淋巴腺结核），但早就痊愈了”。

他说：“你没有提前告诉我。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再做一次测试，确保你的安全和所有其他
病人的安全。”
我很不情愿地又做了一次测试。测试结果 3-4 天之后才能出来。这样，手术推迟到了 2 月 13
日。在人看来， 我手术日期临时改动给侍奉与生活的安排带来些许不便。其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件

事都有主的美意，尽管我们当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后来就全明白了。等手术后我们得知，手术
延期一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手术医师更多一些时间，使他在心理上更充分地准备将要应对的我心
脏周围的疤痕问题。

迎戰
手术前一周我在教会所讲的信息题目是：“约沙法王的得胜”（代下 20 章）。当面对众多敌人的
攻击时，约沙法王带领百姓定意寻求耶和华，上帝就应许他们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哪，这次你们
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明天当出去迎敌，因
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20：17）。在争战中，诗班走在军队前面赞美上帝，敌人便被上帝亲自彻底
击败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预备后，我和妻子终于在 2 月 12 日手术前一天看到了我的主刀医师李牧生医生
（Dr. Brian Reemtsen）。医生向我们说明了手术的大致情况： “手术大概需要 4-5 个小时。手术期
间，心脏会停止跳动，利用机器进行体外循环。心脏缝合所用的材料会和细胞长在一起，成为身体
的一部分。手术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病人会被留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术后一个月内病人会觉得
累，之后身体应该会更强壮，而且不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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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手术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病人会被留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术后一个月内病人会觉得
累，之后身体应该会更强壮，而且不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 。
我问医生说：“您做过像我这样心脏病人的手术吗”？
他回答说：“做过。在洛杉矶的一些亚洲人有与你相似的情况。”
我问他：“我的结核是怎么回事？”

他说：“那是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发症。我见过有这样病发症的病人。同时，因为你脖子上留下很
多疤痕，所以我在给你做手术时就像给你作第二次手术一样，因为用手术刀切割疤痕处的骨头时会
增加难度。”
我接着问：“您见过有得结核病发症的心脏病人活下来的吗？”
他说：“没有。”
我问他：“对您来说手术的难度有多大？”
他说：“大概在百分之 20%-30%。”
我接下来又问：“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的灵魂在哪里？是去见我的上帝了吗？”
他说：“这属于神秘的部分。不过，我们不会让你去见上帝的”。
谈话结束后，我和妻子回家做了几道好菜，全家人大吃了一顿。到教会参加完祷告会后，睡觉
前我根据医生的嘱咐沐浴，用消毒药膏擦前胸，并把鼻子里挤上几滴药膏。如果没有祷告，很难想
象一个人能在自己要作大手术的前夜可以安然入睡。我更不敢用自己的理性来想象自己的心脏被停
止跳动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
4：8）。在睡觉前，我们全家人同心合意地作了祷告。结果，我晚上 10：30 入睡，一觉醒来就是早

晨 4：10 分了。
醒来后，我就作晨更灵修，写灵修笔记。我写到：“我今天要面对人生中又一次重大的考验——
大手术。感谢主可以让我经历这一切。从始至终，求主的名得到荣耀”。是的，今天我就要出去迎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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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无论是过红海、还是过约旦河，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就必得胜。我们早
上 5:50 就来到儿童医院作准备。教会的 Paul 与 Vivian 夫妇、魏荣恩牧师、市联会的 Don Chancellor
牧师，以马内利浸信会的 Matt Hubbard 牧师都来到医院，和我们一起祈祷作准备。

我的麻醉师赵医生（Dr. Destiny Chau）是从智利来的华人，今年一月份刚从弗吉尼亚州
（Virginia）搬过来。在病房里作准备时，她走进来与我和妻子解释说： “在手术期间，我负责你的
麻醉，同时也要确保你的安全。而且在需要的时候，我要负责给你输血” 。她接着说： “我昨天没有
和你们说清楚。我今天要说的是，手术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病人的血小板很低。血小板低意味着
血液再生能力比较差，手术过程中很可能造成失血过多而需要大量输血。同时，病人心脏周围有很

多不确定的白点。我们不想再分析下去了，因为越分析就越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总之，手术一定是
要作的，因为心脏上的洞必须要堵上” 。在这个时刻坚决不会作逃兵。所以，我和妻子都异口同声地
说： “没关系。”
医护人员让我平躺在病床上将我推到手术室门前时，麻醉师问：“你是否需要医院的院牧来为你

祷告？” 我回答她说：“不用了。我教会的牧师及同工已经为我祷告过了。我是牧师，我自己也祷告
了。” 她点头说“好的。”接着，她亲自奉耶稣之名作了祈祷，我妻子也随之做了祈祷。于是，我被推
进了手术室。
整个医护团队至少有二十多个人。手术室里的强光照在我身上，眼前的大屏幕上把我的图像反
射在上面，我身体的每个细节、甚至每个纹路都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紧闭双眼专心祈祷，简直不敢
直视自己。这时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作交托”？（诗篇 37：5）交托就是彻底将自己放在上帝手中，
让祂完全来掌管。我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让上帝带领整个医护团队，成就祂天衣无缝的工作。
麻醉师鼓励我说：“你唱圣歌阿。我最喜好听圣歌了”。我听到她的话语马上就唱起了一首自己
耳熟能详的中文诗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2），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
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祂。祂是百姓的力量，又是祂受膏者得救的保障……”（诗 28：7-9）。我
转念一想，中文歌曲医护人员都听不懂阿，我要确保整个团队都听得懂对上帝的赞美。接着，我唱
了一首英文歌：“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I once was
lost…” 麻醉师和我一起颂唱。第一段还没有唱完，我感到自己力量有点儿削弱、声音不够响亮，想
再唱得更大声一点儿，还没等我提高嗓门儿，我就完全进入深度睡眠了。
歌声渐渐止息，这批医生团队完全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手术中。他们就像上帝派来的使者一样，
在与死神作战……可以想象，当一辆车坏了时，修车技师会先熄灭引擎，将机体拆开，进行检查，查
出问题后，将坏的零件卸下来，再将好的零件换上。等一切检查无误后，会将引擎重新启动。两者
之间的差异是，修车技师面对的是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手术医师面对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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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差异是，修车技师面对的是一部没有生命的机器，手术医师面对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医
生要用电动手术刀切开前胸骨、找到心脏有问题的部位、将心脏修补、再把胸骨和肉重新缝合好，
整个过程中医生要确保每个动作操作得准确无误、不差分毫。

一觉醒来，麻醉的作用使我眼睛看东西时模糊不清，但抬头看到墙上挂着晃动的电子钟表。我
问到：“现在几点了？”有医生回答我说：“下午 2：40”。我确保手术后自己的头脑依然清晰，就安心
地闭上眼睛又沉睡过去。第二次醒来时，我又问：“现在几点了？” 有人回答我说：“下午 4：40”。我
接着又睡。第三次醒来时已经是下午 5：40 分，妻子来到病房看望我。我已被送至重症监护室(ICU)
了。
手术期间，妻子在病房外面等待。她见证说，她并没有紧张，而是经历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并
感受着所有弟兄姐妹代祷所发出来的力量。每过一个小时，一位医生就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和她更新
手术进展情况。十一点之后，报信的医生一直没有来。直到两点多手术医师从手术室走出来出来告
诉她说：“这是一次很有挑战性的手术，但手术很成功。”
下午 5：42 分，手术医生做完了详细的手术报告，其基本内容如下：
*手术计划开始时间：早 07:25 分
*机器体外循环时间 (Pump Time) ：74 分钟
*心脏停止跳动时间 (Cross Clamp Time): 20 分钟

發現
患者的全身和静脉肺引流正常，大血管正常。 大双侧心室间隔缺损，右侧主动脉瓣脱垂，引起
中度分流。 室间隔缺损分流在收缩期从左到右，在舒张期从右到左。 压力梯度为 36.7 mmHg。 左
心房轻度扩张。 其他心脏结构，包括心包，心肌，冠状动脉起源，大动脉起源，二尖瓣，三尖瓣，
肺动脉瓣，右心房，右心室，左心室和左心室射血分数均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用通俗的话解释我心脏的室间隔缺损问题就是，人的心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有左心房
和右心房，下面有左心室和右心室。心脏就如抽水泵一样，每次左心室收缩时就把血液从主动脉血
传递到全身。右心室里存留的是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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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心房，下面有左心室和右心室。心脏就如抽水泵一样，每次左心室收缩时就把血液从主动脉血
传递到全身。右心室里存留的是静脉血。健康的人是动脉血走动脉，静脉血走静脉。我的心脏在左
心室和右心室之间有个大洞，造成动脉血和静脉血混流。也就是我的心脏每次从动脉抽血向全身输
送时，都会漏到静脉血里一部分。当我睡眠心脏处于舒缓状态时，静脉血会回流到动脉血那里。因

为这种情况，造成我心脏供血不足，心脏负荷过大，导致浑身无力。如果情形严重的话，身体会越
来越衰弱。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体能随之减弱，心脏负荷会更重，生命面临 的风险也就会更
大。这就是现在要及时做手术的必要性。

室间隔缺损（VSD）图标

報告
患者被带入手术室，完全仰卧，进行全麻。接着，对患者的前胸和双侧腹股沟处进行杀菌处
理。医生用 15 号的手术刀把胸骨脂肪筋膜从中间切开，用振荡重做软体对胸骨电灼进行分割。放好
起搏器。然后，医生打开心包，发现心包肌层与心脏粘连在一起。由于大量清除心包肌层与心脏之
间的粘连物，而造成手术时长比平均时长多 3 倍。由于心包肌层钙化过厚，医生解剖右心房主动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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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导致大量出血。然后，医生切开主动脉，以及右心房和右心室至心尖处。在患者的远端升主动脉
处以及房室口处，放置了华法林（抗凝药）导管缝合。在一个 29 双阶静脉处用了一个 18 号法国大
动脉插管。患者开始体外循环并冷却至 32°。之后，主动脉被夹闭，用 15 cc /kilos (毫升/公斤) 的德
尔尼多心脏麻痹。心脏停止跳动。当心脏彻底停止跳动后，医生打开了肺动脉，找到了位于肺动脉

瓣下方的超大室间隔缺损。医生用一片 CorMaTrix 和一个 5 0 Prolene 缝合线修补了室间隔缺损。然
后，医生用 5-0 缝合线关闭了肺动脉，清除心内淤血，恢复主动脉供血。几分钟后，心脏恢复了窦
性心律。然而，医生放置心室助搏器，将心律稳定在 90/分。恢复正常体温后，体外心肺循环被撤
离。血液循环正常，无残留室间隔缺损。用蛋白质插管进行止血，然后把切除掉的心包肌层组织送
去做病理检测。止血后，医生将胸腔引流管置于前纵隔的右胸膜处，以及前纵隔的 Blake 引流管中。

（用于引流出淤血）然后将胸骨分层闭合，用八字形电缆脂肪筋膜闭合骨骼，并用 Vicryl 缝线缝合
皮肤闭合，并采用了 Monocryl 和 Dermabond。然后医生另外留置了一个 Q 导管，用于止疼。术
后，仪器的膝部针数清点无误。术后护理，今天没有合适的受训住院医生可以提供帮助。作为第一
助理，Greiten 医生将负责拔管和病理处理。他参与了手术的全过程。

重症監護室
在重症监护室的第一天晚上，我神志模糊地躺在病床上，时刻感到口渴难忍。我不断地向护士
发出要水的哀求：“我需要水！请给我水喝！”护士等很长时间，咨询了医生后才用勺子给我用冰块
凉凉我的舌头。过了半小时之后，我又一次发出哀求：“我要水，请给我水喝！”护士这次给我增加
了一点。就这样，我一次次哀求，他一次次给我增加。护士之所以拖延时间，也是担心我术后喝水
是否有不良反应。最后，他看我的身体没有不良反应，就给了我一大杯凉水。当拿到那杯水时，我
如饥似渴地喝着。生命中，我从未像那个时刻一样深刻地体会耶稣应许的宝贵。祂说：“凡喝这水
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约 4：13-14）。
第二天早晨，我感觉很有精神。主治手术医师专门来看望我。他和我解释说：“手术很成功。你
看上去不错。手术中发现你心脏周围钙化留下大量的疤痕，我用手术刀把它们都清除掉了。” 另一位
手术时在场的医生形容说：“你钙化的疤痕像木头一样坚硬”。主治医师又说：“你心脏的洞非常大”，
他接着用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作了个手势来比喻心脏洞的大小。医生报告上称它是“双倍大的室间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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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用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作了个手势来比喻心脏洞的大小。医生报告上称它是“双倍大的室间隔缺
损“（a large double committed VSD）。后来，其他的医生也见证说，在这么多年从医经验中，像
我心脏上这么大的洞他们都是头一次见过。

我又问医生：“在医学上如何定义一个人死亡呢？是病人的脑部不活动，还是心脏停止跳动？植
物人又是怎么回事？“
医生说：“医学上宣告一个人的死亡是这个人心脏停止跳动。植物人是一个人脑部死亡，但心脏
还在跳动。”
从医学的意义上说，我手术中心脏停止跳动 20 分钟是真正经历了死亡。教会的同工来探访我
时，我自豪地而感恩地和他们说：从此以后我再讲诗篇 23：3 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时，我可
以和弟兄姐妹说，我不仅是在谈论死荫的幽谷，而是真正经历到了死荫的幽谷。感谢主，2020 年 2
月 13 日是我生命再次重获新生的日子，因为我们的好牧者亲自带领我 “行过死荫的幽谷” ，使我再次

真实地感受到主同在的信实。
在后来查看医疗报告时得知，手术过程中由于失血过多，医生总共给我输血 11 次。这使我想
到，我的身体里流淌着的是别人的血液，因为他们无私的舍己和奉献，我才能健康地活着。约翰福
音 15：13 说：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愛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我这样一个蒙恩的生命，应该怎样更加
倍地为主而活、荣神益人来报答主恩呢？
值得感恩的是，多年来对心脏病谜团的面纱被揭开了。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但我从未
弄清楚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类型的心脏病。15 岁那年心脏衰竭、浑身浮肿、无法行走、几乎要死，
产生大量与之相关的结核性病变。病变反应在手上则留下三处疤痕，在脖子留下五处疤痕。经过在
黑龙江农村老家几位弟兄姐妹的祈祷后，我竟奇迹般地康复，并且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在我
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直到医生用手术刀切开我的心脏时，秘
密才真正打开。原来手上和脖子上的疤痕是因为体内心肌炎造成的。反应在外部的疤痕，同时也留
在我的肺部和心脏周围。在过去的 27 年里，疤痕变得越来越坚硬，以至于达到医生所描述的 “像木
头一样的坚硬”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肺上带着累累疤痕和心脏室间隔缺损的大洞，居然可以平安无
事，而且我讲道时声音比多数牧师更为洪亮，不用麦克风教堂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教

会里很多医生都惊讶我心脏有那么大的洞到底是怎么能活下来的呢？有人甚至猜测说，也许是我肺
部的疤痕救了我。因为疤痕或许帮我把心脏的洞口挡住一部分，才使我左心室在泵血时造成向右心
室的分流不会那么严重。然而，在 3 月 3 日复诊时，我就这个问题向医生请教，医生并没有给出明
确的答案。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将今天美国心脏手术的技术拿到 27 年前，也没有任何人能给我手
术，因为我那时心肌炎病发症的结核是处在传染性的活动期。故此，对我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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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因为我那时心肌炎病发症的结核是处在传染性的活动期。故此，对我来说最好的解释就是：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上帝大能的圣手一直在拖住我。直到有一天上帝说，现在时候到了，我给
你预备了一位医生，我会使用他将你的问题解决。我同时也借着他向你显明，在 27 年前我所行
的神迹到底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样的印痕。
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儿童，有几位成年心脏病人也是从小都做过手术，到这
里是来作第二次或第三次手术的。对于我这位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却能活到 42 岁的成人，每个医护
人员都感到十分惊讶与好奇。在 ICU 的五天里，我遇见很多人，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康复理疗
师，放射科医生、护工、厨房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等。我抓住一切机会，无论见到谁都与他们分享

主在我身上的奇妙恩典。周日上午，以马内利教会的会员白斯特医生（Dr. Best）带着几位医生到病
房来查房，他问我说： “请告诉我在你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借此机会和他及其他医生讲起我
一路走过来经历到的恩典。在听见证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湿润了，眼泪从角落轻轻滑落。查房结
束前，我请他为我的康复代祷，他欣然答应。
有一天一位叫朱迪的护士照顾我。她是一位旅行护士（traveler nurse），即她会轮流到全美不
同的医院轮去工作。她从小也做过心脏手术。当我和她分享我的见证时，她确信她和我的经历都有
上帝在其中的干预。她听到我和她的分享以后，激动地和其他的护士作见证说：“我从前照顾小孩
子，没有和人交流的机会。今天这位病人是一位中国的牧师，他和我交流了很多；他和我分享了很
多有关信心的功课”。
另有一天早晨，有一位叫克里斯的实习住院医师过来给我作检查。他和我分享说：“谢谢你分享
的见证，你的见证让我非常感动。我昨天打电话和我的哥哥讨论关于宗教的问题，尤其是基督教的
问题。他和我说，信仰上帝和不信上帝完全不一样。每天清晨醒来，没有信仰的人睁眼看到的是物
质世界；有信仰的人看到的是上帝的手无处不在。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我渐渐地想靠自己的智慧
掌控我的人生。从而，我远离了上帝，并且也不去教会参加崇拜了。在过去一年里，我的生活一团
糟。我经历了一场丑陋的离婚（an ugly divorce）…… 听到你的见证提醒我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重
新回到教会参加崇拜”。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信仰方面的问题。在他离开病房时，我邀请他一起作祈
祷，求主坚固他在主里的信心，并祝福他的未来。
除了与医护人员相处之外，我也看到了很多接受心脏手术的小朋友，作换心手术的青少年，还

有一位等待换心手术。与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相比较，自己就自然不会过份自爱自怜了。在这些病人
中，拉姆齐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后来，3 月 3 日我和妻子去儿童医院进行完术后复查，亲自去探访
拉姆齐和他的母亲。当我们来到 ICU 时，护士说拉姆齐正在参加网上测试。他母亲出来和我们聊了
一下。据他母亲介绍，拉姆齐的左心严重发育不全，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她怀孕拉姆齐的时候就知
道这个情况。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因为心脏问题没能幸存。她接着又生了健康的一男、一女，拉姆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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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这个情况。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因为心脏问题没能幸存。她接着又生了健康的一男、一女，拉姆齐
是她的第四个孩子。此前，拉姆齐已经做过三次开胸手术。他一周去学校四次，因为心脏问题，不
能晒太阳。三次心脏修补手术都无法解决他实质性问题，这次他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他在 ICU 等
待心源已经九个多月了。他母亲是高中老师，每周除了三天工作外，就在医院陪伴他。她是第一浸

信会信徒，得到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关怀。我问她： “大概还要等多长时间” ？她说： “医生说也许
至少还要再等九个月” 。我回应说： “那就需要上帝的神迹了 “。她说： “神迹每天都能发生。也许就
在今天！” 这个故事，无时无刻不在震撼着我的心灵。潘霍华语：“信仰不是解释苦难，乃是承载苦
难”。拉姆齐的母亲是伟大的，她正在用信仰承载着苦难。没有人知道等待拉姆齐的是什么……但我
知道钉十字架受难的主一直会与他们同在。我经历苦难后，也愿意去安慰一切受苦的人，因为“我们

在一切患难中，祂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林后 1：4）。
我恢复神速，在 ICU 每天的身体都有明显的提高。手术期间残留在肺部的淤血，在几天之内全
部咳出来了。逐渐地，医生将我身上所有的导管全部拔掉，所有消炎药都停用了。今天在中国作心
脏手术的病人，至少住院一个月时间。我在美国医院住院，五天之后，医生就安排我出院了。出院

前，医生只开了止疼药和帮助排尿的药（Laxis），并嘱咐止疼药需要逐渐减少，用完后就停止服
用。一盒排尿药吃完后就不用再吃了。
出院时，教会的弟兄特别将我护送到车上。在回家的路上，妻子和我像凯旋而归的战士一样同
声感谢上帝说：“感谢主保守手术顺利，带领我从鬼门关闯过一回后，又起死回生了”。

後記
在家人的悉心照顾、弟兄姐妹的探访关怀，众人的代祷，使我的康复进展异常顺利。回到家后一周
时间，手术刀口上的一层剥皮就拆掉了。3 月 3 日去医院复查，我心跳正常，X-ray 光片显示肺部功
能也恢复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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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X-Ray 片

3
2 月 26 日 揭掉伤口上的薄膜

月 3 日复查时的 X-ray 光

对于病人来说，术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疼痛的问题。手术前有一次我和一位教会的姐妹分享
说，面对手术我心里非常平静，我甚至渴望经历一些受苦的感觉，好让我可以更深地体会耶稣在十
字架上受苦的心肠。手术过程中，我整个人处于深度全麻，所以毫无知觉。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

当他们从麻药中清醒过来时，疼痛几乎难忍。有一位病人和我分享说：“如果用 1-10 来衡量疼痛的程
度，当她从麻药中醒来时，她疼痛的程度超过 10 以上”。我在 ICU 第二天早晨，护士问我疼痛的程度
时，我的回答是 0.5。在住院期间，我不敢咳嗽。每次轻咳，都会有全身炸裂的感觉。出院回家后，
我定期服用止疼药，所以疼痛基本是可以控制的。白天疼痛并不明显，到了晚上疼痛会加剧。半夜
里，疼痛像一群凶猛的野兽般向我袭来。这时，我不住地向上帝祈祷，不单为自己，更为教会、国

家以及所有有需要的人代祷。祈祷非常有效，因为 “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 （雅 5：
16）。当我祷告后，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上帝带给我巨大的力量，祂的恩典将疼痛的恶魔全部驱走。
我身心获得平静和方松，并重新进入睡眠。疼痛的程度每天都在急剧下降，19 日刚回家时疼痛尤如
肝肠断裂、撕心裂肺，两天后整个前胸就如被老鹰的爪子抓挠一般，到 22 日疼痛的范围缩小到巴掌
那么大。接着，范围像拳头那么大，再接着就如手指那么大，过 3 周后疼痛就基本消失了。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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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接着，范围像拳头那么大，再接着就如手指那么大，过 3 周后疼痛就基本消失了。经历过
身体的疼痛后，似乎人生中很多的疼痛包括身体上的、情感上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在疼痛中经历
到主所赐的坚强，也成为我鼓励自己的儿女立志勇敢的好例子。

上帝的安排一步都不会错。在我手术及康复的过程中，冠状病毒（COVID-19）却在全世界范围
内肆意蔓延，小石城在劫难逃。这时，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大家都在为着教会
是否还聚会而犹豫不决。出于为弟兄姐妹的公共健康考量，教会决定从 3 月 15 日起采取网上聚会。
手术前我就计划 3 月 15 日重新回到教会的讲台服侍主。这个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比任何一个时候都
更需要听到牧羊人的声音。于是，我按原计划正式开始讲道，只是与预想不同的是，我没有回到教

会的讲台上，而是回到网络的讲坛上。从前在教会站着讲道，这次则坐着家里的椅子上对着电脑给
弟兄姐妹讲道。当日信息的题目是： “受苦之后” 。经文上说：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
们，得享祂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
权能归给祂，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彼前 5：10-11）。是的，我相信经历了这场大手术之后，主必
会亲自成全我，赐给我更多的力量，使我可以在侍奉的路上走得更远，使上帝的名藉着我得到更大

的荣耀。
总之，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不仅经历到“主恩够用”，而是“福杯满溢”，更进一步地说则是：“主恩
浩大”。思想这如江河般漫过我身的恩典，使我由衷地发出颂赞：
“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睛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拿什么报答
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 116：8，12，13），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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