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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香蘭

丁亥年年廿三

晨早突然收到國內打來的換腎消息，前兩次收到劉主任(換腎主診醫生)的電話，都說如

果有合適的腎，第二天就要拋開一切在國內做手術兼住院起碼三星期，前兩次換不成，

已嚇得我在校兩次申請病假，來隨時迎接劉主任的換腎追魂 call.

但已經是年廿三了，挨年近晚，有得換嗎？

丁亥年年廿四

通常最沒可能的最後都變成最有可能。劉主任叫我下午五點前去到廣州空軍醫院等他，

我與三哥、大嫂一齊前往。去到時劉主任還未到，那個又話是我的主診醫生問我攞最新

的病歷報告，我說沒有人叫我帶上來，而且我的情況劉主任應該最清楚，如果我今晚做

手術的話我都要重新做檢查，一年前的報告為什麼那麼重要呢？我說如果他真的要那麼

急我可找人電郵或傳真過來，他說他們都沒有電郵或傳真，最好立即有人送來。我醒起

我在廣州的學生彭曉有我的病歷報告，唯有請她在電腦 print 出來送來，可憐她正在考

試，但她安排了一切請彭世伯火速送來。

當我做完所有檢查，最後在手術前簽名時我才發現他將我一年前的病歷報告抄寫了一整

板，填上當天抽血的最新數字，當是他們為我做最新的報告，原來這個醫生的主要工作

是做文字剪輯的。

手術前不能進食， 餓了一整天也不覺得餓， 我坐在梳化手腳不停微震， 大嫂問我是否

驚，我話點會唔驚呢，然後不斷拉筋又做 warm up 來放鬆心情。

我問醫生手術是全痳還是局部痳呢，他說是半痳但會令你入睡，所以病人本身不大感受

到手術的過程的。我心裡一歡，行入手術室前大喊了幾聲壯壯膽。



手術室的設施看起來頗先進，只是工作人員看起來有點懶散。上到手術床，他們第一件

事便替我腰痳，然後他們左右度位，我比較關心我是否真能入睡，可惜我兩度打針我都

非常清醒，於是我又要活生生去感受整個我不想再面對的過程....

開刀擺腎並不如我想像中痛，但我感受到有人好大力扯我的喉嚨位，兩隻手又不知怎樣

被拉扯、被針得很刺痛， 捱了不知多久， 待到肚皮缝針的時候， 我知道手術應該快完

了。

當我被推到 ICU 病房，  我又覺得十分凍，  他們給我兩張軍被蓋身，  （每張有冇三斤

重？），我氣喘如牛，我不覺得暖只覺得那兩張軍壓得我抖不過氣來。

丁亥年年廿五

朦朧間看見三哥來看我，我問他現在幾點鐘，他說現在早上七時多，講不了兩句，他的

眼淚就不自覺流下來，一定是手術後我的病容嚇親他了。大嫂也是第一時間來看我，但

她咳了兩聲便被人白眼，於是她也怱怱走了。醫生來巡房時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飲

水，他說如果我放了屁就可飲水吃東西。過不了半天，同房的三個男人都說放了屁，可

憐我做完手術後瘦了十磅，連放屁都冇力。

丁亥年年廿六

手術後已經第二天了，我積極培養的屁還是放不出來，護士說不要怕，放不到醫生會幫

你的。後來醫生給我打了針，那個悶聲不響的屁才勉強的慢慢浸出來，不留意還聽不到

聲呢！

吃了兩天抗排斥藥，吃得我氣喘、心跳、手腳狂震；我像一架開咗幾十年的 1300cc老爺

車，突然裝了個 turbo 引擎入去，body 消化不來，車身行唔郁但引擎不停加速震動，震

到我覺得連張床、連間房都震埋。我曾經同醫生反應過，他們說這是正常反應，其他病

人都會有這反應，只是我太緊張而已，我唯有收聲，但我整天只有得震冇得瞓，人便更



加累了。

丁亥年年廿七

第三天人比較清醒，開始留意周圍環境，我是這間病房的第三個病人，不到三天時間，

三間 ICU 病房共十個床位全住滿換腎的病人，原來年尾是換腎的旺季。我們這間房三個

男的加我這個女的，只有一個國內人，其餘我們三個都是從香港來的。

怪不得我做手術時喉嚨位那麼痛，原來從喉嚨位安了一條短於一尺長的膠尺，尺上有四

至五個水龍頭，每個都有開關制，因為我們每天都吊很多葡萄糖水、鹽水及唔知セ水，

打針有留針，這個姑且就叫留尺吧。另外又有幾條電線接駁到一個 check 血壓、心跳、

血氧的機器；我們都裝了尿喉，所以躺在床上數天都不用去洗手間。

我們同房都奇怪為什麼那麼長的傷口一直來都不覺得痛呢？原來我們的下腹都有一條膠

喉接駁到一個有絲絲血跡的膠樽，然後又伸延到一個好像平衡木的木架上，中間有一隻

鵝蛋形的膠蛋，我們都相信主要是這不知名的工具令我們不覺得痛。到此方知為什麼三

哥第一眼見到我時會流眼淚，不止是我的病容，淨是我身上的喉管都嚇親他！

今天星期六，大哥及我姪女錦研都從香港上來了，錦研帶了白蛋白，Ensure 奶粉等補給

品上來。這幾天廣州特別凍，我身體弱又最怕凍，我提醒三哥給我帶來本來洗腎用的電

毯給我保暖，但他帶來時發覺插頭不同不能使用，我用如果沒有電毯就死比你睇的眼神

望著他，嚇得他與錦研快速奔走買插頭，有了電毯，我就減去一張超重的軍被，身心都

輕鬆了。

丁亥年年廿八

這間所謂 ICU 病房其實都好＂騎呢＂，第一，他們的清潔只有早晚兩次，每次都一板布

拖足成間或三間房，而平時護士替我們打針時要試試針孔能否出水，她們都就地試針，

所以我們病床的左右位經常有水灘，不到清潔時間，是沒人會抹走它的。這裡的護士都

是湖南醫護學院的實習生，不但沒有工資，還要自費三千元才爭取到這個位，她們都很



年青有禮貌，但她們的針藝真＂騎呢＂，每次抽完血的位置都會瘀痛，打留針時，打完

左手腫左手，打完右手腫右手。後來我們都學精了，她們打留針時不讓打，要她們找肝

臟科的資深護士來才給她們打，只要你懂得，原來在醫院我們都可以有要求的。

病房內每人只有一張床及一個床頭櫃，即是說，你只有睡在、坐在床上或下床走走，想

坐下休息吓的求其一張公用椅都沒有。我們還在吊鹽水，如果你要去洗手間大便最好有

家人在身邊，讓她為你當人肉 trolley，舉高鹽水跟你入去。洗手間的面盤只有凍水，熱

水要在洗澡室內，個熱水制有成六尺高，我從來不夠力又不夠高去開它，裡面沒有肥皂

或洗手液，我問護士只用水洗手如何可以澈底清潔呢，護士說她們從來都沒有肥皂或洗

手液，都是一樣只用水洗，咪一樣咁清潔？！  如無必要我好怕入洗手間， 裡面經常積

水，四人共用一個厕所，其他人去完大便或留有血積都沒有人去沖厕，我的家人為方便

我，每次去，她們都要先入去清洗一下才讓我用。後來我乾脆用便盤在床上解決算了。

我們幾個病友交談時發現我們的左右手都有很多很長部份又瘀又痛，像受了滿清十大酷

刑出來，原來手術室就是我們的刑地。不過算啦，傷口唔痛就補番數啦！

護士每天都放一個小盤在病房中間的地上燃燒一些東西，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們每天都用

蒼朮加酒精消毒，我們都說回港後都要回家試試。

丁亥年年廿九

已經第五天了， 醫生說要拆除尿喉， 要我們習慣平日急小便的感覺， 又叫我們不要忍

尿，不然內傷口的手術線會爆裂的，經他一說，平日四人用的一個厕所現在使用得更頻

密了，我怕與他們爭，乾脆放了個便盤在床邊，大小便都用便盤解決，問題是這間房無

遮無掩，我想要個屏風隔開吓，她們給了我個聊勝於無的，擋得一個病友的視線擋不了

其他兩個的，但我沒有其他辨法，唯有等其他病友上床小睡時才敢如厠，但尿忍得，拉

大號唔忍得，不多久我只有如厠時不望周圍只望自己，自己眼神不與他們接觸便當大家

睇唔到。活到這把年紀，從來未試過這樣沒有尊嚴的掙扎求存！



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所以護士們除幫我們打針、 派藥， 已不大理會我

們，一來春節假期人手嚴重短缺，二來剛做完手術的病人都要她們不停換點滴及做出入

尿的紀錄，我們唯有自己清洗自己的便盤，非常不習慣，我以為用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原

來有錢在這裡是都行不通的，一切都要 DIY.

丁亥年年三十晚

本來平常一個做完手術的病人要在 ICU 病房住七日，  然後轉往只有兩個人住的療養病

房，如果你肯花錢，你付兩張床的錢便可以自己擁有一間房間並請個阿姨貼身照顧你，

剛巧我來的時候是旺季，療養病房有限，加上撞正春假，上下人手都短缺，我們要在這

裡住到初七，到時每兩人住一間房。我聽到要捱多八日，心情更加煩躁了。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每天吃五粒類固醇藥（俗稱肥仔丸），所以我們的胃口奇好，成日

覺得肚餓，我的家人試過飯堂的食物，都是偏油及辛辣的，大嫂唯有在她的酒店每朝早

送粥來，然後中午送飯來，但她沒辦法一日煮三餐，她是我第一個貴人，能做的不能做

的她都做足了。我唯有在這非常時期找第二個貴人──我曾經的學生彭曉，請伯母大人

每晚送飯送到初七，她們義不容辭，我更加不好意思了。

國內的春節氣氛很好，當晚這醫院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人介紹，我只能從他醫生袍內的

軍服辨認，加上他是從來不戴口罩的，這是身份象徵），來派利是，護士長又說今晚十

一時過後醫院會放鞭炮，果然十一時過後整個地區的鞭炮、煙火不絕，我望著窗外，今

夜星光真是燦爛，但與我何干呢？我每天在倒數日子，希望盡快搬離這裡！

戊子年正月初七

今日心情大好，家人們說好十點鐘來幫我搬房，護士長九時半來說可以搬了，我急不及

待，也不知那來的氣力，自己一手一腳安頓好，家人們才來到，他們也嚇了一跳，平日

見我死吓死吓咁，竟然可以自己搞掂，原來心理真是可以影響生理的。他們代我請了個

阿姨，清潔、煮食都有專人跟，錢終於可以解決問題了！



我趁自己狀態好，多多走動，練好身體可以快些返港。

下午劉主任來看我，問我感覺如何，我話狀態大勇，他問我在港洗腎的喉管位置有沒有

痛，我諗吓好似又有，並且隱隱痛了兩日，但一心想著搬房就沒有留意，他說驗到我腎

喉傷口發炎，要同我打抗生素， 如果抗生素都殺唔到菌就要做手術拔喉， 吓？ 又做手

術？

還在吊抗生素的時候，當值醫生告訴我安排了明早做拔喉手術，我思緒很凌亂，今天的

元氣稍為恢復，又要做另一次手術？我頂得住嗎？但如果不做，要在港等三個月才安排

拔喉，發炎的機會又增加了，三哥說長痛不如短痛，在這裡搞掂晒仲好啦，我覺得他們

換腎的手術都做得好，拔喉應該只是小手術，換腎的手術都不太痛，這個應該很快處理

好的。其實我冇得揀，一切已經安排晒，於是我做足心理準備，之前睡了十二日病床，

醫生說很容易惹啖，當晚我努力把啖咳出來，免得第二次手術後辛苦，又積極地陪養正

面的情緒去迎戰這個令我一了百了的手術。

戊子年正月初八

如果人的陣痛有八級的話，拔喉手術的痛應該是第九級的，還是雙倍的九級！！一切都

在意料之外。

打了第二次腰痳我的腰骨更加酸痛了，當天覺得又熱又凍，我發了低燒，他們代我打了

點滴，安了有幾條電線接駁到一個 check 血壓、心跳、血氧的機器，但機器顯示出來的

數字好像從來冇人抄冇人理，我氣喘得很厲害，想聞氧氣但他們說這些療養病房是沒有

安裝聞氧設備的，當天的痛楚令我徹夜難眠。

戊子年正月初十

我向醫生反映我第二次手術後又氣喘、心跳的問題好像沒有人理會，他們每天都來問，

都來聽你的感受，但他們跟進的又好像不是病人關注的問題。今天我突然給加了兩粒抗

排斥藥，我吃了一天，覺得身心又震得很厲害，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實在受不了



turbo式的治療，我唯有去找劉主任，問他為什麼突然又加藥了，他說我做完第二次手

術後，血肌酐（Creatinine）的指數不理想，所以要加藥來控制它，我說兩次手術後元氣

大傷， 我需要時間去恢復， 而且我的身體本身虛弱， 指數不是三朝兩夕可以解釋的問

題，不如先讓我養好身體，指數的事可留待返港慢慢醫。他有很多香港來的病人，他好

像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不敢多說便走了。

回房途中， 我發覺原來我雖然行得慢， 但總算可以自行行路， 我專注地慢慢行，慢慢

行。 雖然有時舉步維艱， 前面條路又好難行， 但都行得郁呀，於是我幫自己改了個藝

名，叫＂慢行四月＂，我成世人都衝、衝、衝，現在是時候去放慢步伐，先調教腳步，

遲吓再 tune埋個腦。

戊子年正月十五

這幾天的抗排斥藥都沒有增加，我又經常出走廊慢慢行，身心都在積極恢復。

今天醫生巡房後，護士突然來為我打點滴，一打打了九個鐘，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

後又一日三次的派抗排斥藥，份量又突然增加了，我覺得很奇怪！

彭伯母在我搬房後，來了兩次，每次都問我膳食有沒有問題，她們可以隨時再送飯來，

我只求溫飽，那敢再煩伯母大人呢。今夕元宵，她又帶來湯圓和水果，更令我汗顏。她

仔細看著我，告訴我今天的面色不大好，並且看來面腫了，叫我打完點滴自己照照鏡，

剛巧護士進來為我除點滴，我問她我的面是不是腫了，她說沒有呀，拿著點滴就走了。

我去完厕所照照鏡，兩個眼袋腫似熊貓，我（慢）行去護士站找當值醫生，護士說當值

醫生下班了，有事明天醫生巡房時找他罷，我說我的右手因留針全腫了，你替我拔掉它

吧，她說你明天還要打點滴呢，現在拔了明天還是要再打的，我堅持，明天的事明天解

決，現在的事現在即去解決它！

戊子年正月十六



今早劉主任來巡房時我告訴他昨晚發生的事，他竟然問我打了什麼點滴，他是我的主診

醫生，他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我問他為什麼無端端又加藥了，他問我加了什麼藥？

我用看怪物的眼光望著他，他閃開了說要去了解一下，當然他了解後不需要向我解釋。

我感覺我的病案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給外判了，於是做了個決定。 我問劉主任我現在的

整體情況怎樣，他說我的血肌酐指數已下降了，健康也沒有大問題，他說下星期可安排

我出院了，（Bingo!）我說不如就下星期初啦！

戊子年正月二十

這間醫院的換腎手術其實是頗成熟的，又糅合了中西治療法，他們的作風也狠進取。如

果我沒有再做拔喉手術，應該是 happy ending 的。奈何我體質差，做完第二次手術得不

到應有的支援，因為大家的目標不同，他們看的是指數，我著緊的是恢復元氣。又由於

兩地文化差異，作為病人你有說話的權利，但他們不會告訴你現在做什麼，下一步又會

怎樣，心裡是很不踏實的。

當天我離開廣州即坐中港車直去香港東區尤德醫院。

下午三時多，急診室已坐滿了人，我以為有排等，但很快我便獲第一輪接見，我告訴他

剛從國內換完腎回來，在國內三星期一直氣喘、心跳都在 125-130間下不來......他代我量

血壓、血氧後即幫我駁氧氣，並推我入室內等醫生接見。

室內的病人比室外還多，滿是男女的老人家，聞說新年時香港的天氣太冷，很多老人院

的老人家病倒回不了氣。不用等多久，醫生便來看我，他看後我的出院報告（其實又係

填字遊戲，只不過將最新的驗血數字填在去年的病歷表裡），便說要做心電圖。

有個阿嬸向我的方向走來，好像是對我說：婆婆你過來照心電圖，我（？！）然後又對

陪我進院的三哥講：阿伯你係咪佢親人，係就攞埋佢D野來這裡等！



整個入院過程比我想像中順利及快，想像不到的是，最忙的竟然是急症病房及走廊。 我

的病床在執拾中， 我要在走廊等， 我看見我等的病房的第一張床位圍滿人， 個個眼濕

濕，這種場面我最不願見。唉同住一個病房，真濕滯！

我被安排到一個八人房，我的床位在最盡頭的 corner位，我觀察其他病人，大部份都是

因感冒病到五顏六色的婆婆。

為等醫生來，我不敢走開，被迫去聽親友們對第一張床位垂危婆婆的臨別對白：嫲嫲你

好辛苦呀吓？辛苦就休息啦，你放心啦，你之前講 ge野我地會照做啦，你倦就唔好成日

爭大眼啦，你鐘意點就點，最緊要舒舒服服........(v.o.不停地 replay 又 replay)，我頭都痛

了！

成個 E5 病房的人都很忙，不是忙於急救便是忙於轉病房或入院出院。等到晚上八時當

值醫生才有時間來看我，告訴他我想見腎科醫生，他說腎科醫生如果知道你剛換腎都好

想見你，但他今天實在忙不過來，就等明天吧。

當晚臨睡時看見八張床只走剩我們四個人，每個人都起碼隔一個床位的距離，那個垂危

婆婆的親人都走了，整個房都很靜，我開始放鬆地入睡了.......

東區醫院第二日凌晨

睡夢中被一種大力沖水喉的聲音吵醒， 原來斜對面新來一個婆婆，  她口中含有一條導

管，水就一直往她口中輸送；我望望鐘，原來只是凌晨一時多，未幾，又來了另一位婆

婆，她喊驚式的呼叫竟然比那灌水的機器大聲，醫生問帶她來的兒子，她在老人院是不

是也是這樣呼叫的，她兒子不好意思地說：是！

她博命、拆破喉嚨的喊著：哎呀～攞命呀～唉～攞晒命呀～哎～呀......她兒子走到她身邊

跟她說：媽你收聲啦，你再哎人地唔收你 ga。但你越勸她她叫得越大聲，這個午夜凶靈

式的喊驚就喊了一整晚。



盼了又盼，盼了又盼，盼到早上十時多，終於盼到腎科醫生來見我，我要求調到 C4 腎

科病房，醫生說 C4 主要是洗腎／洗血的病人，我還是要留在這個病床。他開了一隻血

壓藥來控制我的心跳，而我聞了一整天的氧氣，條氣順了很多（！），他們會先看看這

兩天抽血的 Creatinine指數再來決定如何調教藥物；我講了前文，他接了後理，讓我明

白我條病路將會點行。當我心情放鬆了，我又聽到：哎呀～攞命呀～唉攞晒命呀～哎～

呀......

我往外走走，看看有什麼地方沒有那麼重災，後來發現電視房沒有什麼人，因為很多老

人家都要卧床，她們走不動當然她們的親友都不會來這裡，這是我的安全地，連口罩都

不用戴。當家人送飯來時在這裡吃，或閒時都在這裡抖抖氣。

我的腰骨還是很酸痛，坐不了多久就要上床抖抖，一回病床就有兩種聲音像 stereo般空

襲我：嫲嫲你安安樂樂去啦／哎呀～攞命呀，其間還不停加送現場咳嗽／咳啖聲...原來

滿清十大酷刑不單是身體上的，也包括心靈上的，今次我都一一體驗了。

東區醫院第四日

我每天都要量小便的出入量，所以我是用便盤如厕的，每次用完，都會自動自覺拿去清

潔室讓阿嬸們清洗，又再取回潔淨的回床邊，我又自己紀錄出入量，減輕了阿嬸們的工

作，她們覺得我好合作，她們不知道我剛從國內的軍區醫院集訓回來，不用我自己清洗

已經很好了。

那個電視房已經給其他人發現，不能讓我私用了，那些病人與親人都沒有戴口罩，我又

被迫重回床中。當值醫生知我辛苦，讓我申請 home leave，每天九時回院，待醫生巡房

後又可回家。我在家住了兩晚，睡回兩個很飽滿的覺，心跳又控制在 90左右，這樣的狀

態應該很快可以出院了。

東區醫院第六日



今天回家覺得有點冷有點倦，我驚自己會發燒感冒，於是開了床上的電毯來睡午覺，醒

來後覺得頭熱，探一探熱：38.1度，我扮鎮定於 15分鐘後再探竟然是 38.3度，我急急回

院，護士給我探的時候是 37.7，原本我的體溫沒有那麼高，但我用外來的溫度令自己溫

暖，於是整體的溫度都提高了， 於是我不能再 home leave 了。 我又要住回這間人間煉

獄，一個可以令你親身體會，人之將盡的最後三日、三小時、三分鐘到心跳停頓後的四

個鐘頭善後實錄。

越擔心就越出事，我由從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性格變成現在遇神拜神、遇佛拜佛的

驚弓之鳥，我開始無所適從......

東區醫院第八日

終於出院了。出院前腎科病房的肥仔醫生來看我，告訴我出院後覆診的大概情況，我向

他說這三個月內我生了三次仔好辛苦，佢話你應該是拆喉手術最辛苦，我扮嬲：車，你

早響呀！佢話：我早同你講，你雖然要做三次手術，但你做完第三次（so far）應該會好

開心，你依家唔開心咩？（頂！！！）

我大嫂來接我出院，我告訴她喊驚的婆婆走了，她忍不住說：吓，死咗啦？我話佢仲比

我早出院呀，你諗咗去邊呀？

後記：

回港後我謝絕了所有探訪和電話，主要是冇氣、冇心情、冇信心。從前我很喜歡說話，

現在要說的都全寫出來了，還有什麼可說呢？

我今次遇上人生中一個大考驗，同時間亦令我看到原來身邊很多貴人相助，特別是盡心

盡意的家人，給我無比溫暖、令我無以為報的彭氏家庭，我甥婿（他剛於一個月前做了

心臟大手術，但一個月後還去廣州車我回香港醫院的阿位）、東區醫院的醫生們、各位

關心我的你們.....



我現在的免疫系統如一個小孩，所以我也在放假，流感敏感期我更不適宜見任何人。現

在最有效的聯繫還是＂E貓＂，我的最新 address: slowapril@gmail.com

請各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自己慢行到四月，或待流感期過去時，我們再重聚如何？

明天會更好不是必然的，幸福也不是必然的，這個我知道，所以我的感恩是必然的。我

心存感激，如果沒有身邊的貴人，我能撑到今時今日嗎?

Thank God, Thanks for everyt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