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因為我們夫婦經歷了近六十年的
婚姻生活，蒙主的保守我已渡過八十二歲的生辰，同時我的
內子梁小蘇也在今年踏入了慶祝八十大壽的慶賀日子。我們
原計劃像二年前為我慶祝八十歲生日一樣，為內子在酒家舉
辦盛大的慶祝生曰活動。當然我們仍然不會忘記頌贊神給
我們的豐盛生命恩典，但更多的時間是會考慮怎樣選擇精美
的菜肴和禮物，再 襯托些音樂和感動的話語。俗語說世事
難料，在今年春節前後小蘇在醫院兩次的腸鏡檢查，醫生第
一次從摘取腸內息肉切片中發現有病變，而接下相隔一個月
後第二次腸鏡息肉組織切片確定病變為腺癌細胞。要作 X 光
CT Scan 檢查以確定病情，感謝神檢查的結果屬癌症初期，
醫生通知要盡快進行手術切除有癌細胞的組織，防止癌細胞
的擴展。和醫院手術醫生討論計劃兩周後，進行手術切除大
腸內有癌細胞的病變組織，我和內子都喜悅地感到這癌症能
得到這麼快的治療而內心高興，現在正是三月初離三月十五
日還有一週，可以在手術前為內子舉行八十生日的喜宴，再
在一週後馬上動手術治療，我們感到這計劃很完美。但突然
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見了手術醫生後一天小蘇突然不適
天旋地轉並嘔吐，送到醫院急診經 X 光 CT Scan 及 MRI 診斷
而確定是 Vertigo 耳垂平衡，要以理療為主要治療的方法恢
復正常，由於內子身體太弱自己起床下地有困難，醫院用救

護車將她送到 Elk Grove 舊城附近的一間復健中心繼續理療
醫治，不幸在復健中心因體弱受病毒感染而發高燒，退燒後
嘴唇內外起水泡，在復健中心住了長達十四天。原來的生日
慶賀及癌症手術計劃都無法實現。我們的救主有了更好的
安排，引導我們明白祂的美意，原來衪給予內子更多的恢復
健康的時間，也使醫院醫生在手術前，對病人的身體健康有
了更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們明白怎樣過一個屬靈的
八十生日壽辰。我們在禱告中知道慶賀生日不一定非要美肴
美酒和豪華的盛宴，只要有神同在從心中發生感恩，家人自
己親手製作的各式祝福卡片，伴隨有家人親戚朋友和教會的
弟兄姊妹的的關懷及交流，這是更有意義的生曰慶典。回想
內子發現患有癌症後的一段時間，親友和各教會弟兄姊妹的
探訪、關懷飲食、電話電郵問候、卡片送花、陪同和陪診所
表達的愛心，譜寫了一首有救主慈愛偉大的生日慶典。

在主內弟兄的關懷探訪中，在聖靈的引導下互相交流和
禱告，有些長期未能得到體諒的誤解都輕易的解決了，互相
信任和了解都更深入了，贊美主哈利路亞！

醫院重新調整手術的日子到了，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時我
和女兒送小蘇到 Kaiser 醫院手術報到，交費和簽名同意手術
後，在上午十二時被送進麻醉室。麻醉師知道她對麻藥非常
敏感，像上兩次做腸鏡檢查後要幾天才恢復正常，而且很易

匡社 楊東權

一首有救主引領的八十壽辰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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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 Vertigo 耳。垂平衡問題，因此考慮先用脊椎注
射麻藥進行局部麻醉，但發見病人脊椎兩邊左右有兩
枝金屬支柱和十八顆螺釘而放棄採用，最後仍進行全
麻並在用藥量時有非常嚴格的控制。直到下午二時才
送進手術室，手術醫生僅用了四十分鐘順利完成手術
後，到等待區告知我們，她已盡多的切除可能有癌細
胞的部分，切片結果在四月十九日復診時告知。下午
四時半當我們進入恢復室時小蘇已醒，上車回家時雖
仍想嘔吐但沒有吐出，在家安睡一晚次日便能吃流質
和少量麵包。感謝神哈利路亞。

謝謝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禱告關懷，林牧師夫
婦、楊文得牧師的禱告，耿台中執事夫婦，韓慧君夫
婦的禱告和關懐陪同，王志輝夫婦及愛女到我家探訪
一起禱告，他們的獨生女兒特意彈奏了一首優美的鋼
琴曲，他們全家三人離去前一起動手，爬高梯幫我們摘取成
熟的金桔及剪枝。梁淑珍夫婦的禱告和多次送飯到我家，使
我家手術後有晚餐吃。何青萍姊妺連續二晚陪同小蘇睡在同
一房內，幫助她晚上去如廁。迦勒團契多位老姊妹的多次禱
告及送食物，愛谷關懷團契的黃麗慧姊妹晚上帶內子去醫院
作 CT Scan 和到復健中心陪伴。上述只報導了我們華人恩典
聖經教會的部分，這次可說是各教會的聯合的關懷，彰顯了
基督徒們的心聯心，我女兒的教會弟兄姊妺們，在手術前後
不斷的關懷禱告和送水果及肉湯，以馬內利教會的范牧師師
母九十多歲也多次禱告問候，沙加緬度角聲褔音中心現在的
主要同工也來探訪禱告，前沙加緬度角聲癌症關懷組的成員
們雖屬沙加緬度不同教會，也為我們關懐禱告，例如 Kathy 
Wong 的禱告及復健中心送粥探訪，洪惠仙姊妹在讀神學院
的同時也要照顧家庭，但在百忙中帶著十一歲的女兒婷婷，

幾次來家禱告並送來濃縮的雞湯，抽空幫我們摘取金桔和檸
檬且還修枝整理，並順便幫忙料理家事，Helen 袁姊妹像我
家的胞妹似的經常陪伴見醫生作翻譯，並且經常和小蘇出外
散步談心。遠在 Chico 教會的蔣君達弟兄也專程到我家探訪
禱告。其他主外的前同事朋友們，也由廣州到復健中心送來
遙遠的祝福平安，在加拿大的兄嫂也在電話中關懷慰問，住
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位當醫生的培正中學同學，馬醫生像家庭
醫生似的長期經常電話詢問我們健康情况，為了我們便於向
他詢問，他出外旅行必告知出去及回來時間。兒子也從深圳
回家探望母親，並在主日崇拜時感謝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我
家。小蘇的八十大壽的慶祝是神給我們家更豐盛的生命，我
們家中只有高贊主的聖名，祂的榮耀，並且感恩再感恩，順
服再順服！

四月十九日我帶內子見手術醫生術後復查檢驗，這天正
是世界地 球日我女兒帶著外孫女一起
到場，手 術醫生及護士樂意允許我們
多人進入診室，並高興的告知手術切片
沒有發現有癌細胞，現只要用驗血監
察，三個月後再見她。這喜樂的心情我
們只有用一首聖詩：“我一路有救主引
領” 來表達，正如聖詩所唱如下：

[ 我一路有救主引領，此外我更無
所求。何能疑主慈愛憐憫，一生隨主我
無憂。憑信長住在救主裏，滿享慰藉與
平安。因我 深 知任逢何 事，凡 主 所作
皆妥善。

我一路 有 救 主引領，安慰勉 勵 過
坎 坷。 當 遇 艱辛更 顯 洪恩， 日將生命
糧 賜 我。雖 我 腳步勞頓 傾 跌，我 心靈 
每覺乾涸。磐石活泉
滔滔不絕，湧出喜樂
如江河。]

前角聲癌症關懷組員洪惠仙姊妹送的生日蘭花，
培正同學們送的紅花，和女兒送的生日汽球。

筆者設計制作的生日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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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人物

梁雲醫生是台灣高雄市「阮綜合醫院」的副院長，他早年
在台北醫學大學習醫，畢業後再到美國喬治城大學深造，取
得輻射生物學碩士，曾任台北長庚醫院放射腫瘤科主任及台
灣放射腫瘤學會理事長。2002 年高雄市「阮綜合醫院」邀請
他到該院工作，後晉升為副院長，一直服務至今。

本人是培正 1954 年級匡社女生之一，畢業已 63 年，今已
屆 81 歲，一直以來身體尚算健康，精神奕奕，可是在 2012 年
發覺左腮下長有小片如五角錢般大的紅印，但不痛不癢，對
我日常生活和精神毫無影響，可是這片紅印慢慢地擴大，到
2015 年已長到一隻三、四歲孩子的手掌般大。我在溫哥華已
見過皮膚科醫生，他只給的藥膏塗抹，也沒有說什麼，後來
我回流香港，曾見過兩位皮膚科醫生，兩次也有抽取組織化
驗，都表示非屬癌症，沒有多大問題，第一位明言無法醫治，
說如要消滅它，除非將整片皮膚切除，再從大腿取出皮膚補
上，他也認為不值得這樣做。而第二位是香港最有權威的皮
膚科專家，他 為我做了幾次「采光」治療也沒 見甚麼效果，
使我不得要領，反正對我的健康和生活沒有什麼妨礙，便不
理會它。這樣過了一段日子，該紅印的色素漸變得深色，並
出現了一些如半粒綠豆般的小粒粒，觸摸時還覺微痛，去年
中，我忽然想起曾經為我社住在美國的一位同學治癒了鼻咽
癌的梁雲醫生來，我當時不認識他，但知道他的醫院很大，
一定有皮膚科部門，於是拍了照片傳真給他，他立即覆我說
有信心用放射治療替我醫治，我和丈夫（也是匡社同學）便立
即飛去高雄。梁醫生很客氣，親自和一位下屬來接機，並妥
善安排我們住宿，使我感激萬分。

經 C T SCAN 檢查後，證實我是患了皮膚血管瘤。接受
了18 次淺層皮 膚放射治療，起 初好 像沒有多大 變化，約在
第 13, 14 次之後，功效漸現，做完 18 次後我們便回港，過了
不多久，小粒粒已完全平復，色素也漸淡下來，痛楚也消失
了，這時我真歡喜若狂，自信心也返回了。我真感謝，上主藉
着梁醫生的超凡醫術讓我得到痊癒，感激之情非筆墨能盡表
達 ! 三個月後我去覆診，他轉介我見皮膚科主診醫生，並替
我用激光把疤痕消除。

「阮 綜合醫院」很有規模，服務範圍也十分 全面，人手
非常足夠，我認識的放射科部門設備先進，技術追及歐美，
難怪香港有一間很著名的私家醫院也派遣多人分批去作技術
交流，觀摩學習。梁院長領導有方，管理方面既有條不紊，
亦十分完善，各部門的工作安排有序，例如一般行動不便的
病人當到達醫院門口，便立即有服務員幫忙接待。大部份醫

生、護士及其他職員都親切有禮，笑容可掬，這就會令病人
感到舒服多了。

梁院長學識淵博，據我在醫院內的見聞，他治愈了很多
癌症患者，拯救了不少生命，他對病人很有愛心，毫無架子，
有問必答，我在那裏認識到一位 18 歲香港女學生，她每到考
試便會從口內腮中大量流血，有一次甚至暈倒，醫生便替她
在腮中注射膠質來堵塞血管，雖然成功止血，但卻無法把那
些膠取回出來，因此她的腮便腫至一個义燒包般大，香港整
隊醫生也覺束手無策，最後輾轉地由一位培正同學介紹她去
見梁院長，經過二十多次治療後便痊癒了，真難以置信，梁
院長對她愛護有加，像自己親人般照顧她，這種情懷可真令
人感動 !

梁院長濟世為懷，救治了眾多病患者，尤如再世華陀，造
福群眾，是位不可多得的大夫，為母校增添光彩。

感激不盡

匡社郭少潔

衷心鳴謝1973年級勤社梁雲醫生

120



紅藍人物

鄺立枝(2000展社)，鄺立枝夫婦公司在芝加哥取得建築設計大獎
父親鄺鑑開(1974基社)、母親譚毓慧(1974基社)都是培正校友
The top prize went to the Kwong Von Glinow Design Office for its entry Grand Lattices

https://archpaper.com/2017/03/2016-chicago-prize-chicago-architecture-club/#gallery-0-slide-0

The Architects Newspaper
Chicago Architecture Club announces 2016 Chicago Prize winners
By Matthew Messner (@MessnerMatthew) . March 10, 2017
The Chicago Architecture Club (CAC) has just announced the winners of the 2016 Chicago Prize. This year's competition, 
entitled "On the Edge," asked entrants to envision the future of Chicago's Lakefront. Along with the winners, a group of 
shortlisted submissions will go on display at the Chicago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The top prize went to the Kwong Von Glinow Design Office for its entry Grand Lattices. The proposal calls for a series 
of steel-frame structures in the median of Lake Shore Drive. The structur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ent tunnels that 
connect the city to the lakefront under the road, enticing pedestrians to stop and climb into a space that is normally 
relegated completely to automob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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