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CAIPA DOCTOR 醫療信箱

通過《醫療信箱》這個欄目, 增加醫生和病患之間的溝通和了解,
同時也向公衆傳達更多的醫療保健常識, 所以您在健康方面或是在醫治
疾病的過程中, 有何疑問或故事, 可來稿向CAIPA醫生提出, 他們將秉承
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向您解釋或給予就診指導。

讀者來信:

我在三十二歲時因意外撞傷左膝關節, 從此, 我
的左腿經常疼痛難忍, 醫生說我患上了“退化性膝關
節炎”, 雖然我換上了承托力較好的鞋子和鞋墊后疼
痛大爲減輕, 但仍然需要接受物理治療, 我每個星期
進行三次物理治療, 堅持了一年半以後, 情況大爲好
轉。但我看到朋友中有人需要置換人工關節, 效果不
錯, 我不知道我將來隨著年齡增大, 關節的情況會否
越來越嚴重, 有沒有其他有效的藥物治療? 是否也需
要置換人工關節?
《CAIPA醫生》答:
首先, 造成骨關節
炎的原因就有很多種,
年輕患者多半都是因爲
創傷和運動損傷所致,
其他致病因素包括遺傳
和生活方式等, 如運動
過量、經常爬樓梯、舉
重物, 另外, 隨著現代
人的體重越來越超重,
肥胖使得髖、膝和腰背
部的關節負重和勞損增
加。通常“退化性關節
炎”出現在髖關節、膝
關節和手關節, 其中膝
關節較爲普遍, 而且同
年齡中, 女性發病多於
男性。
骨關節炎的主要症狀包括關節僵硬和疼痛, 腫脹和炎
症也會出現。從醫學的角度來説, 已經退化的關節是無法
復原的, 假如護理保養得當, 可以減少疼痛和復發和退化
加劇的危險。乙醯基氨基苯(acetaminophen)類止痛藥, 對
輕度關節炎有效, 但不宜過量服用, 以免損害肝功能。輕
度和重度患者可以服用葡萄糖胺(glucosamine)或軟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至於非類固醇抗炎藥(NSAIDs)和第
二型環氧酵素(COX-II), 也適合輕中度關節炎, 但長期用藥
有損内臟, 須特別留意。
關節炎較爲嚴重的患者, 可能不得不考慮置換人工關
節, 置換人工髖關節和膝關節, 也是爲了免除腰椎受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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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節拖累而造成磨損甚至傷殘。手術用微創技術進行,
傷口一般小於十公分, 將磨損破壞的關節面切除, 置入人
工關節, 大約六到十二個星期, 便可活動自如, 疼痛減輕百
分之九十五, 生活質量大大提高。這種人工關節如果正常
恰當使用, 身體不超重也不參與激烈運動, 用上個二十年
不成問題。
當然, 接受這種手術並非越早越好, 患者還是應該優
先採取保守的治療方法, 如果無效才選擇人工關節。置換
人工關節之前, 還可以選擇其他手術, 如關節鏡清除術、
高位脛骨切開術和單髁人工關節置換術等, 當然也有選擇
在關節内注射透明質酸(hyaluronic acid), 這些措施都對
輕、中度退化性關節炎比較有效。
平常生活中, 我們每個人都要注意保養關節, 維持理
想的體重, 以保持膝、髖及腰背等關節的正常, 良好正確
的站姿、坐姿和走路的姿勢, 都可能減輕關節的壓力, 放
鬆肌肉, 並減緩軟骨組織的磨損。另外, 適當的運動也能
改善關節的活動能力、肌肉的耐力和柔軟度, 有助減緩關
節的退化, 運動中以游泳和步行比較適宜。n
讀者來信:

最近我有一位女性朋友被查出患了乳腺癌, 要接
受一系列的治療, 她年紀四十不到, 而且從報章雜誌
上也經常看到現在患乳腺癌的病人越來越多, 發病年
齡也越來越年輕, 我周圍的朋友心裏都非常害怕, 不
知如何可以預防?
《CAIPA醫生》答:
首先乳腺癌早期發現, 經過手術和化療等一系列正規
治療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常規定期的檢查非常重要, 如定
期去醫院檢查並自我檢查等。除了這些措施之外,平時注
意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也是預防乳腺癌的有效措施:
現在乳腺癌的發病率和女性體重上升密切相關, 為了
降低乳腺癌發生的危險性, 女性應該要捨得“口福”, 少
吃不健康的高熱量、高脂肪食物,
多吃健康食品。例如:
豆製品、玉米、食用菌類、海藻類、大蒜、西紅柿等食
品, 經常適當地多吃魚。
現代人流行服用各種保健食品, 但有些營養素含有一
定量的雌激素。雌激素是一把“雙刃劍”, 的確能延長女
性的“青春期”,
但也能帶來乳腺導管上皮細胞的增生,
甚至癌變。因此女性不要過分強求留住“青春”, 最好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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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然。另外到了絕經年齡, 不要人爲用很多雌激素
來推遲絕經,
因爲乳腺完全是一個自然生態相關的器官,
刻意地推遲絕經, 對乳腺非常不利。
很多現代女性不願意生育或推遲到了三十嵗以後生
育, 這使他們失去一次增強抵抗乳腺癌能力的機會。因爲
女性第一次足月懷孕分娩可以導致乳腺上皮發生一系列變
化而趨成熟, 使上皮細胞具有更強的抗基因突變的能力。
所以, 懷孕、分娩、哺乳雖然辛苦, 但可以
大大增強女性抵抗疾病的能力, 這種
能力越早獲得, 對於防
止乳腺癌發生越有利。
終身堅持參加體育鍛煉
有助於降低女性患乳腺癌的
危險性,
如散步、打球、
跳健身操、游泳等都能
使患乳腺癌危險減低。
研究證實,平時活躍的女
性, 她們參加鍛煉的時間超過平均
每週三個半小時, 患乳腺癌的可能性只有不活動女性的一
半。因此, 女性平時應積極參加體育鍛煉, 以減少身體内
脂肪堆積, 保持健康, 抵禦乳腺癌的侵襲。n
讀者來信:

我丈夫今年五十八歲, 大約半年前開始, 我發現
他晚上起來上厠所的次數越來越多,
儘管身體看上
去沒有什麽不妥, 但平時生活卻受影響, 而他又執意
不肯就醫。雖然我們都聽説男人到了一定年紀會有
前列腺問題, 但真正的醫學知識了解不多, 我想請教
CAIPA醫生, 能否詳細解釋一下男人的前列腺疾病,
以及這個病的治療和預防。
《CAIPA醫生》答: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爲它帶有普遍
性, 而能了解前列腺問題的人又不多, 所以
我很願意解答您的疑問。
是的, 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齡也會出現前
列腺的煩惱, 一般來説, 年過五十五歲的男
性, 約有三分之一會有排尿之苦, 程度各不
相同, 並隨著年齡增加而提高, 一般人都以
爲這是“前列腺肥大”, 其實情形並不完全
如此。雖然醫學研究人員至今還沒有找到
準確的致病原因, 但還是找到幾個主要的問
題, 並都和年齡有關。
前列腺位於骨盆深處, 在膀胱出口處包
圍尿道, 主要功能有供應前列腺液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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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射精。首先, 隨著年齡增加, 肥大的前列腺會壓迫到
膀胱和尿道, 導致排尿困難; 其次, 膀胱肌肉也開始不再
靈活自如, 即無法忍住尿; 還有就是神經老化, 影響膀胱控
制和無法發出尿滿的訊號。另外, 生活習慣也會產生影響,
比如, 喝咖啡、喝醉酒或服用降壓利尿藥物等, 都會給男
人帶來排尿的煩惱。
爲了對付這幾公克重的前列腺, 泌尿科醫生擺出了新
型檢驗方法、顯微鏡、激光和手術刀等新式武器, 到目前
爲止, 全世界醫治手段都大同小異, 然而, 前列腺肥大只是
排尿困難的原因之一。
如果排尿困難還伴有疼痛、血尿、癡呆症、多發性硬
化症或酒癮等狀況, 尤其是中、老年男性有血尿出現, 則
要認真考慮做膀胱癌的檢查。
在一項爲期五年的追蹤研究中顯示, 有一半的男性單
純排尿困難病情不變, 約四分之一的人需要接受手術治療
或述説病情惡化。最壞的狀況倒是急性尿瀦留, 就是完全
無法排尿, 需要導尿管幫助尿液排出, 發生這樣的情況大
約只有百分之二的概率, 而且也是因爲長途飛行或酗酒引
起, 與泌尿症狀的好壞無關。
一般的檢查手段有腎功能超聲波、血液檢驗、尿量、
尿壓等, 其中有一項非檢查不可, 就是尿液分析, 主要看尿
中是否含血、糖和蛋白質, 對於單純排尿困難, 其他檢查
不是做了等於沒做, 就是發現率很低, 除非不放心, 否則可
以不做。
治療方面,
市面上有甲型交感神經抑制劑(alphablockers)之類的藥物, 功效最好。如果因爲排尿困難而生
活大受困擾, 外科手術還是目前效果最好的醫治手段, 一
種是經尿道前列腺刮除術, 但有可能尿失禁和不擧的併發
症; 另外一種膀胱頸切除術則必須在前列腺尚小的情況下
進行, 不複雜, 醫生將妨礙排尿的部分切除即可。兩種
手術的效果相差不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