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子的 106 天                                        

我的外子经常要出差，过去差不多 30年的日子走过不少的国家，中国，日

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东，南非，欧洲，美国都去过。所以，适应时

差，不同的气候，都习以为常。他的工作繁重，往往回到家里，能够做的，

只能是吃和睡，跟‘加菲猫’(Garfield)没两样。虽然他的身体一向都很健

康，没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胆固醇），但是，随着年纪大了，我还

是担心他的健康。担心归担心，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大概下午 2-3 点之间，我接到外子公司的来

电，说他在比利时开会时突然晕倒，不醒人事，被送进当地的一间医院。公

司要求找多一个人陪我一起去比利时。我在英国没有亲戚，当时我孩子就

问，‘怎办？找谁好呢？’我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家人，我就毅然

找牧师。感谢主，祂赐给我们这么爱主的牧师夫妇，师母留下她两个年幼的

孩子给牧师照顾，就立即和我一起去比利时。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急得

不得了，因为是星期五，路上塞车很厉害。感谢主，有姐妹一路为我们的路

程祷告，终于我们在曼徹斯特机场能够赶上最后一班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飞

机，然后公司已经安排好司机送我们去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医院。我们到达那

里，已经大概是凌晨 12点。当我见到 ICU 的医生拿椅子坐下来向我报告的那

一刻，我心已经觉得非常不安。他说我外子的生命因为心脏的问题，正处在

非常危险的情况。他的床边有一大堆机器，心肺肾都要机器辅助，还有血

包、药物、葡萄糖等等。他的手脚口颈全都接着管道，看到这种情形，我整

个人心都寒了。但是我告诉自己这不是悲伤的时候，要冷静。 

跟着的星期天 6 月 26 日，医生说他的身体有出血的状况，要为他作手术缝补

血漏(blood leaking)，师母和我在一个房间等候，这个手术是决定性的，手

术不成功当然就表示生命危在旦夕。我们在那里除了祷告，唱诗，还说过去

的经历，鼓励自己要专心仰望神。其中一首诗歌是‘我知谁管着明天’。诗

歌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

牵我手’。对啊！我的外子明天是如何，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要

想那些负面的东西。诗歌再说，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爱我

们的主，必定看顾着我，祂必与我们同行。那一天我感觉心里好像有一团

火，给我平安与力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电话里还安慰我外子的弟妹，

叫她坚定的倚靠神，为我外子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也很

清楚知道这个力量不是来自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是很实际的人，小信的人。

我曾经跟师母说过我脑海里有一个画面，里面是我和我外子在教会说见证，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外子还没苏醒呢。感谢主，是祂给了我盼望，现在你所读

的，就是我的见证，我们也已经在教会里作了见证。 

6 月 27 日，星期一，在比利时医院的晚上，教会一位弟兄带着我的两个孩子

终于平安到达医院。当中的过程很紧张，因为孩子们差点买不到这一天最后

的飞机票,也因着时间的紧迫，好不容易终于赶上最后的一班飞机。我们也很

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突然离家后照顾我的孩子。当天医生说虽然昨天他

的手术成功，但他还继续有漏血的情况。护士告诉我，他前前后后输了 66包

血包。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如果继续血漏，当然血液的循环系统就不够血液

供应，自然心脏的情况会很差。医生护士都说他的情况极不理想，劝我们要

预备好心理准备，他可能不行了！见到我外子，我和孩子们只可以抱在一起

哭。事情的发生实在太突然了，孩子们都不能接受。 

6 月 28-29 日（星期二，三）他情况稳定但仍处在危急的状况，他全身肿胀，

身体也开始变黄，维持他心脏和肺部功能的机器最多能帮助他多两三天，只

能等待他的心脏自己强壮起来，否则，后果怎样你们可以想到了。我们凭信

心继续为他祷告，圣经里记载了耶稣怎样使拉撒路，睚鲁的女儿死而复活，

祂也医治患血漏的女人，长大麻风，以及各样的病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是大能的神，如果祂允许，同样祂能医治我的外子。因为圣经路加

福音 11：9『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

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知道凭

着自己，我们的信心实在不足，所以祈求神帮助，和求祂的恩典和怜悯，临

到他身上。 

6 月 30 日 星期四 赛 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

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今天护士说他的血漏停止

了。这就表示他的心脏心跳会好起来。在医生护士都说没希望的时候，神却

医治了他的心脏和他的血漏，在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祂伸手医

治，让我们确信神会带领我外子走过这个低谷。 

7 月 1 日 星期五，他的情况继续进步，今天可以移除那帮助心肺的维生机

器，他的肺水也减少中。 

接着的几天，我们为他下一部的苏醒来祷告。医生说就算心肺恢复，他的脑

部会因为曾经在他晕倒后 90 分钟急救的过程中缺氧，他可能变成植物人，或

长期昏迷，或某个部分的脑干细胞损坏，脑血管阻塞，影响五官或身体某个

部分的功能丧失。这是不乐观的预告，但我们凭着神加添的信心，迫切地为



他祷告，继续祈求神将他过去的脑袋带回来。圣经路加福音 8：50 『不要

怕，只要信。』希伯来书 4：16 也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

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7 月 4 日 床边只剩下 6 部机器开动，也开始听到了他的鼻鼾声。这就表示他

的情况在进步，神继续的医治。最后，他终于在 7 月 7日完全清醒，竟然认

得家人，可以跟人握手；别人说话，他懂得点头。知道他清醒，主诊医生本

来在外面开会，也特别回医院来看他，因为他的喉咙有插管连接，不能说

话，还不能确认脑袋里面是否康复。后来医生就进行了一大堆检查，证实他

脑部没有损坏。实在太感谢神。从 6月 24日 到 7 月 7日 总共 14 天时间，

竟然他醒来，医生护士都说他没救的时候，神就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

来，还让他的脑袋保持过去的精灵，这是神迹，是神迹！看到他的情形，人

岂能否定这个世界没有神呢。 

他总共在比利时医院的 ICU住了六个星期，期间，他的呼吸从需要机器帮助

到一个地步是可以自己呼吸；他的手脚口颈从要接着不同的管道，到完全移

除；他的肾脏从 24小时要洗肾，最后到自己的肾脏恢复功能。医生说肾脏因

着心脏的问题，最先会受到损坏。差不多有一个月他需要洗肾机的帮忙。看

到他洗肾的过程，心都酸了，有一次还因护士控制不好或者是洗肾机坏了，

还要再次输血呢。 

在比利时最后的四天，终于他离开 ICU 病房，被调到中度照顾的病房，孩子

们和我都非常开心，这就表示他快可以回国了。当然我们都很感谢比利时医

院 ICU 的医护人员，还有比利时的无名人士，他们乐意无条件的捐血，让我

外子再次燃点希望。 

在离开比利时医院前一个晚上，来了当天从饭店送我外子来医院的救护员，

听到我外子可以出院的消息，他们一心一意来探访他。一方面为他高兴，因

为他们没有见过一个像他情形的病人，能够六个星期后，可以康复出院；另

一方面对他们来说，他的情况也可以将来鼓励其他病人和家属，让他们在送

进医院时，存着盼望。我外子向他们表明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人有盼望是因

为活在主耶稣里，是主耶稣让我们有盼望。 

8 月 4 日他终于离开比利时，他和大儿子乘坐医疗飞机回英国，我和小儿子坐

火车从安特卫普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再转飞机去英国。大儿子在火车站

为我和小儿子送行的时候，我们三个在火车站月台都抱在一起哭，哭的是兴

奋我们经历过这么大的难处，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一天可以带着他们



的爸爸、我的外子从比利时回家。这是开心的眼泪。儿子们也经历神， 亲眼

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们都为过去的经历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呢！ 

感谢主我的教会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为我们祷告，知道我们回

国，很早就安排好所有事情。有弟兄姐妹在机场等候接我们，一看到他们，

眼泪就直流，这些日子不容易啊！我很感谢他们常常为我们祷告。也有姐妹

已经买好菜，方便我回家就可以煮饭，实在太窝心呢。 

我的外子回到英国，他就被送进一所教学医院，那里的心脏科，胸肺科都很

出名。英国的医护人员看到他的病历，同样都很惊讶他能够生存下来，特别

是他的脑袋没有受到大影响。虽然顾问医生们曾经开会讨论过他的病情，但

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找不到他发病的原因和如何能够痊愈。这是奇迹，是神

迹。 

由于他卧床太久，所以回到英国基本上是治疗他的体能和预防心脏发病。他

从不能自己坐床，到坐起来。从不能站起来，到开始用辅助工具学习如何走

路。这一切都很感谢神，他的心理也很健康，让他能够接受这个突然而来的

病情。让他知道，每一步都有主的同行，祂会加力量让他勇敢地去走明天未

知的道路。我也很感谢英国医护人员，他们悉心的照顾，让他的病房常常充

满了欢乐的笑声。 

我的外子在比利时医院住了 42天，回到英国的医院也住了几个星期，前后总

共住院 106 天。我們心里的话，只有感恩，再感恩；感谢，再感谢。 

当我今天再回想总结我外子的整件事情，我有四个感想：- 

1）感叹神的创造太奇妙。 

通常我们都不会留意身体里面是如何运作，直到病了才会关心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们身体从大的组织、器官，到小的血管，神经，细胞，等等，都是

神奇妙的创造，彼此支持，彼此配搭，虽然有时出了毛病，垮了，经过现代

一流的药物医治，还是会自然痊愈。比如他的胸骨因为 90 分钟的急救过程已

经凹进里面，好像一个小碗，还有胸骨骨折。当时我很担心他以后的呼吸会

受影响，但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竟然他的胸骨好起来，呼吸也正常了。

还有他初期喉咙的造口，连接了帮助他呼吸的机器，所以他不能说话，只可

以做出口形，没有声音。有一天护士拿给他一张纸，上面印着英语的 26 个字

母，他就用手指指出字母，串成一个字。但他手指震动很历害，最后用了 45



分钟去点了 5 个字母。这些动作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是很简单的事，但对当时

的他非常困难，因为他曾经失血，身体虚弱。没想到现在他体能和心肺肾的

功能完全恢复了，还恢复得很快；胸骨的骨折也自己痊愈了，呼吸正常了；

走路虽暂时还要靠辅助工具，但已经好很多。神的恩典覆盖属祂的儿女，如

果祂允许，祂会医治，身体会康复。 

2）『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10：10） 

当我想起几年前还没决定来英国前，心里经过很多挣扎。我曾经求神给我清

楚的信息。后来，神用圣经的话给我肯定。祂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

沙漠开江河。』（赛 43：19）我最后顺服来到陌生的英国，那个时候没有朋

友，更没有亲戚，什么都从零开始。过去的年日，真的经历神的带领和保

守，在难处里祂真的为我开道路，开江河。先知撒母耳的妈妈哈拿祷告的态

度时常提醒着我，她祷告向神求子后，『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撒上 1：1-20）她是真心相信神必定垂听她的祷告，她也相信耶和华是大能

的神，必能为她这个不孕的妇人留后裔，她就安然将自己的难处交托给神

了。这次外子的事，再一次锻炼我如何凭信心仰望神，学习如何不要为明天

忧虑，安然交托在祂手中，经历祂的丰盛。正如诗篇 84：11『因为耶和华神

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

正直的人。』 雅各书 1：2-4 也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

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感谢主，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在信仰生

命的历程里写上新的一页。  

3）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很感谢那位弟兄，他是心脏科教授医生，让我在比利时最无助时给了我专

业的意见，让我对丈夫的病情多了一份了解。当然，最不可少的，是同心合

意的祷告。马太福音 18：19 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

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自从我外子

晕倒，教会弟兄姐妹就开始为我外子祷告，6月 26 日星期天教会牧师更发起

全教会禁食祷告，还有香港宣道差会的牧师，东伦敦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

妹，加上我们家人新加坡教会的弟兄姐妹，和香港的弟兄姐妹们，24 小时

里，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都一同为我外子祷告，一同在祷告上经历神。    

雅 5：16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还有，一位好姐妹不经意的举动却给了我和孩子们很大的安慰。7 月 5日当天

收到那位姐妹寄来的包裹，她寄东西来我饭店时不经意将一本‘灵命日粮’

也放进去。当时我收到‘灵命日粮’时很开心，因为我离家时没带什么。我

也没有立即打开‘灵命日粮’，直到当晚我和孩子们灵修祷告的时候，我就

打开了第一页，我们都很惊讶神在那里回答我们心里的问题。因为孩子们曾

问‘为什么爸爸会遇到这种事?是我犯错了吗？’中国人一般都有这种观念，

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归究到某人某事。当天‘灵修日粮’里面提出了圣经中遭

遇悲惨的人物，比如约伯，约瑟，耶利米（耶 20）难道他们犯了罪吗？人生

并不能套用这种间单的模式 – 所谓顺利就代表祝福，不顺就是咒诅。其实

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在祂永恒的计划中，祂所赐的福分会在适合时临到

那些倚靠祂的人。历代志下 16：9『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

祂心存诚实的人。』我是否心存诚实，我不敢当，也只有主知道，但感谢

主，祂赐下祂的话语，藉着姐妹的手安慰我和孩子。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

有祂的美意。 

感谢主，让我们身边有很爱我们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路

人，与我们在喜乐的时候同乐，在哀哭的时候也与我们同哭，这份支持比什

么都珍贵。而且这份支持、同心的祷告，大家都一起经历如何从哀哭变为跳

舞。 

4) 神坐着为王。 

当我回想我外子晕倒的时间、地点都很凑巧。他晕倒的时候刚巧在开会，旁

边有同事，可以立即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饭店也有急救仪器，在救护车还

没来到前就开始急救。如果晕倒的时间提前或者延后，就可能发生在飞机

上，驾车回家的公路上,或者是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那么，就没人知道或者可

能会发生交通意外。事情的发生也刚巧在比利时，这个饭店的附近就有一间

欧洲很出名的心脏专科医院，在很短时间内就被送到那里去抢救，还有那里

的医生都很专业，医疗设备也比英国一般的医院先进。这些因素对于今天我

外子的生存和康复的机率，都有一定的影响。说回来英国，它在复康和物理

治疗方面比较强，照顾也比较周全，对我外子的心理健康帮助很多。可以说

神将两个国家最好的赋予了在他身上！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是人可以掌控、可以预料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有多

长，唯有相信那爱我们的神，必定引领我们走前面未知的道路，求主帮助我

们定睛在祂身上，加添我们的信心，倚靠主，坚定、忍耐。即使遇到苦难，



神的恩典适合时间就会临到当中。诗篇 29：10『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

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但愿每一位读完这一篇见证，能够得着激励和盼望，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

真神，慈爱信实的的主耶稣基督。愿一切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祂。 

引用诗篇 23 篇 互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卧在青草

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祂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袮与我同在，袮的杖、袮的

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袮为我摆设筵席，袮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

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

到永远。』 

(这篇见证的作者是来自英国宣道会的小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