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脂肪肝更常见于三高病患
　　常见的肝病如脂肪肝与饮食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所摄取的食
物营养若过剩又没有适当运动，
会让脂肪囤积在肝脏。若是病人
有三高，即：高血糖、高血脂与
高血压，以及肥胖问题，脂肪肝
会更常见。另外，年龄虽与肝病
没有直接关联，但年纪越大，慢
性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炎便有时间
破坏肝细胞，最终导致肝硬化。
　　不过，乙型肝炎则不同，因
它可以通过血液接触及亲密行为
如性行为而传染。再者，染有慢
性乙型肝炎的怀孕母亲，在分娩
时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若
没适当治疗，新生儿也可能变成
慢性肝炎带菌者。因此，所有的
慢性肝炎带菌者（包括乙型及丙
型肝炎），如果是年轻时感染病
毒，须长期做筛查与定时复诊。
患有慢性肝病的病人也必须多加
注意所服用的其他药物，因为有
时草药也会让病毒复发，攻击肝
细胞而造成肝衰竭。

肝病早期并没明显症状
　　肝炎在早期时没有明显症
状，不过网上流传着，肝脏有
问题者尤其是得了肝炎，可出
现四大现象：一、右上腹部感觉
闷痛；二、右后腰部感觉酸痛；
三、右肩感觉酸麻，甚至右手举
不起来；四、晚上睡觉时小腿容
易抽筋。
　　对此说法，勾医生回应：

“当肝炎导致肝脏肿大，病人则
有可能会感觉右上腹闷痛，而此
为发炎症状。当肝发炎时，肝细
胞会肿大，也会撑大肝脏表层，
称为肝囊，并导致闷痛、右后腰
酸痛。因为肝脏处在右上腹，上
方隔了个肺隔膜。若出现右肩酸
痛有可能是肝炎影响肺隔膜，造
成反射作用。至于睡觉时小腿抽
筋，确实没有真正的解释，有可
能是体内盐分失调，也有可能是
严重的脑性肝病而造成癫痫症，
但这时病人通常已昏迷不醒。”
　　他补充，肝炎典型症状包括
体虚、疲劳、恶心、呕吐、腹
泻、皮肤发黄、发烧及腹痛。严
重时，腹部会积腹水而造成腹部
肿大。当肝肾综合征出现时，尿
量严重减少，延展至肾衰竭。演
变到脑性肝病时，病人会出现睡
眠时间颠倒、精神错乱，脾气暴
躁或神志恍惚，最终陷入昏迷。

熬夜爆肝之说无科学根据
　　我们常说，经常熬夜的年轻
人容易“爆肝”，但勾医生澄清
这说法无法以科学方式来解释，
也没有确实的科学根据。他解
释：“与其说熬夜会伤肝，我倒
认为熬夜会导致缺乏休息，饮食
也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
会食欲不振，有空档用膳时，也
时常选择比较不健康的食物，终
而造成新陈代谢的问题，非酒精
性脂肪肝也会更常见，再加上常
喝酒，更会影响肝脏健康。”

乐活谈保健2018
日期：11月3日（星期六）
时间：
上午9时30分至下午3时30分
地点：The Star Gallery@星
宇表演艺术中心（Star Vista
商场楼上），3楼
报名费：每人$20（含消费
税），包括午餐和保健礼包。
礼包内容：联合早报折叠式
旅游袋，药锭切割器，价值
$50的听力测试礼券，莱佛士
C1000维生素C泡腾片。
上网报名：lohas.sphevents.
com.sg，或扫描以下QR码。
询问电邮：
lohas@scope.com.sg
电话：86076495（星期一至
五，上午10时至下午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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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央医院
紧急医学顾问医生林家豪

裕廊社区医院
物理治疗部主任高级主任
物理治疗师邱文静

裕廊社区医院
职能治疗部主任陈长武

国大医院肝、胆、胰
外科高级顾问医生勾伟杰

国大医院
泌尿科男性与生殖医学部
主任李经政顾问医生

The Hearing Specialist诊所
首席听力学家陈文海

莱佛士
皮肤科与整容医疗中心
医生谢明伟

　　联合早报年度大型保健讲座
“乐活谈保健”今年步入第12
届，今年主题是“名医解疑”。
七名专科医生和治疗师将针对六
个课题开讲。
　　讲座分上下半场，出席者有
任何疑问，可现场咨询专科医生
和医疗专家，机会难得。每个报
名者可获保健礼包，现场亦设保
健产品与服务专台，出席者能以
优惠价现场选购保健品和服务。
　　今年“乐活谈保健2018”
的赞助伙伴如下：
·医疗保健伙伴：
　莱佛士医疗集团
·保健伙伴：
　The Hearing Specialist
　　讲座课题如下：
·什么情况需要紧急治疗？
主讲人：新加坡中央医院
紧急医学顾问医生林家豪
·智能科技如何协助病人康复？
主讲人：
裕廊社区医院物理治疗部主任
高级主任物理治疗师邱文静
裕廊社区医院职能治疗部主任
陈长武
·中老年人应该如何护肝？
主讲人：国大医院肝、胆、胰
外科高级顾问医生勾伟杰
·尿失禁是老化的一部分？
主讲人：国大医院泌尿科男性与
生殖医学部主任李经政顾问医生
·听力退化与失智症
主讲人：The Hearing Specialist
诊所首席听力学家陈文海
·年长者的皮肤问题
主讲人：莱佛士皮肤科
与整容医疗中心医生谢明伟

即刻扫描QR
码，报名参加
乐活讲座。

乐活讲座礼包。我外婆70岁了，有八个
孙子孙女，身心活跃，

每天都外出散步。
　　最近，她发现胸部出现肿
块。请问她应该做切割手术吗？
以她的年龄来说，乳癌有哪些治
疗方法？
 

你的外婆听起来是个独
立而且活跃的长者，还

有这么多家人在身边，相信她必
然得到大家支持，而且体能应该
不错，也积极对待人生。
　　不过，因为70岁了，所以家
人要斟酌考虑是否让她接受乳癌
治疗，绝对可以理解。
　　她首先应做的是咨询乳癌专
家，如还没完成乳房X光和超声
波检查，就由专家安排。接着，
她必须做切片检查，确认肿块是
良性或恶性。如果确诊为乳癌，
一般须进一步扫描，确认癌症是
否扩散。这些初步检查非常重
要，完成后才能拟定治疗计划。

女性年过30乳癌病发率骤升
　　乳癌是本地女性最常见的
癌 症 ， 每 年 有 近 2 0 0 0 起 新 病
例，占女性所有癌症新发病率近
30%。我国癌症统计数字显示，
女性过了30岁，乳癌病发率随年
龄逐渐骤升，在60-69岁这个年
龄组别达到最高峰，80岁过后病
发率开始下降。在所有乳癌病例
中，多达70%是在病发初期（即
第一期和第二期）时被诊断。换
言之，只要及时接受治疗，大部

　　本地年度大型骨骼保健活
动将在10月28日（星期日）下
午1时至下午4时于淡滨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举行。
　　活动的讲座单元邀请国大医
院风湿科高级顾问医生刘丹青副
教授、新加坡骨质疏松症协会主
席暨国大医院内分泌科高级顾问
医生蒋淑美，分别以华语、英语
讲解有关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与注
意事项。当天也会请营养师从饮
食营养的角度来分享如何强健骨
骼。
　　本地著名美食烹饪导师彭玉
芸教导如何在家中准备简易且含
有高钙质的餐食，竹脚妇幼医院
的物理治疗师也将教导如何做有
助于强化骨骼与肌肉的运动。
　　届时，活动上也将进行专为
防止老人跌倒而设计的Otago体
操运动。主办者希望能在新加坡
纪录大全（Singapore Book of 

　　肝脏是人体十分重要的器
官，承担着消化、解毒、分泌等
重要功能。国大医院肝、胆、胰 
外科高级顾问医生勾伟杰受访时 
说:“肝脏的功能非常多， 除了
供给养分，进行新陈代谢，也有
助排毒，犹如母亲一样，给小孩
提供营养，又保护孩子不受到任
何危害。更重要的是，肝脏是身
体里主要的能量工厂，提供热能

国大医院风
湿科高级顾
问医生刘丹
青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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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答：
新加坡OncoCare癌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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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患者康复治愈机会都很高。 

治疗方案两大考量
　　乳癌的治疗方案取决于疾病
（癌症）因素和患者本身因素
（健康状况等），前者包括癌症
期数和扩散程度，以及癌细胞是
否呈现任何可能引发或促进癌症
的因素。后者包括患者年龄、身
体状况以及其他共存疾病。
　　一般来说，一向身体健壮的
年长乳癌患者，除了药物选择和
剂量必须稍微调整，治疗方法和
较年轻的患者大同小异，基本原
则和策略都一样。
　　可是，年长患者也较可能患
有其他伴随疾病如糖尿病、心
脏衰弱、慢性肺病和失智症等。
身有上述的年长者，可能较难承
受某些治疗。因此，在决定治疗
方式时，我们必须考虑患者的整
体健康、生理和精神有多坚韧，
以及周边亲人和朋友的支持。当
然，患者本身的意愿也是非常重
要的决定因素。
    如果你外婆的乳癌并未扩
散，便应该考虑切除手术，即切
除局部或整个乳房，因为这是彻
底医治她的最好方法。至于做哪
一类手术，要看癌症性质、肿块
大小以及其他生理因素而定。
　　如因为某些健康因素而无法
施手术，可考虑手术之外的治疗
方法。条件是癌症须处于早期，
是风险低的雌激素受体阳性乳
癌，而且没有涉及腋下淋巴结。
　　完成切除手术后，辅助治疗
或让一些病人获益。辅助治疗
一般采用药物，也可能必须加上
放射治疗，目的是减少癌症复发

的风险。如果动的是乳房保留手
术，或是癌细胞已涉及腋下淋巴
结，患者就须做辅助放射治疗，
以减少局部性癌症复发率。
　　年长乳癌患者之中，多达
85%对雌激素受体（ER）呈阳
性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服食
雌激素调节剂可有效减少减低
癌症复发率。芳香环转化酶抑
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s）和
Tamoxifen是压抑雌激素的靶向
口服药物。如需服用，一般持续
服用最少五年。
　　如果是较罕见，也较难治疗
的乳癌类型，那可能必须做化
疗，或其他较具针对性的治疗。 

癌症扩散不动刀
　　如果癌症已经扩散到身体其
他部位，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控
制病情，同时也要求维持生活素
质。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做
手术，取而代之的是可以控制病
情的药物。
　　具体治疗选择据癌细胞的
分子检查结果而异，因此必须
和肿瘤科医生仔细讨论，到底
哪一种治疗最合适，效果最理
想。如肿瘤雌激素受体呈阳性反
应，除了压抑雌激素，医生可
能加用CDK4/6抑制剂，如帕博
西林（Palbociclib）或瑞博替尼
（Ribociclib），以增强疗效。
如癌细胞呈现人类表皮生长因子
2（Her2）“过度表达”，治疗
须考虑采用化疗和Her2抑制抗
体（Herceptin）。
　　乳癌治疗药物现已相当先
进，如怀疑患上乳癌，切记及早
求医。

也帮助保持体温，如同母亲为孩

子保暖一样。”　　
　　勾伟杰医生指出，肝病主要
可分成三大组别，即：急性肝
病、慢性肝病及慢变急性肝病。
其中的慢性肝病较为普遍，而大
多的慢性肝病是乙型肝炎病毒及
丙型肝炎病毒所造成。另外两个
较常见的慢性肝病是酒精性肝
病，以及更需关注的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除了以上的肝病，他也
提醒国人应该对肝癌有些认知，
因为原发性肝癌，也称肝细胞肝
癌，在我国属于较常见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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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0月28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1时至下午4时
（下午12时45开始登记）
地 点 ： 淡 滨 尼 天 地 （ O u r 
Tampines Hub）中央广场
1 Tampines Walk S528523
报名费：每人$3（包含价值
$30礼包，只限首500名当天
登记者）
报名方式：拨打热线或发短信
到97166054
（截止日期：10月25日）
注：热线开放只限周一至五，
早上9时至傍晚6时

Records）创下“最多人同时做
Otago体操运动”的纪录。出席
者还可现场做骨骼健康检测，以
及解开有关骨骼护理的疑问。
　　此活动是由新加坡骨质疏松
症协会主办，本地畅销中文保健
季刊《健康No.1》是支持合作伙
伴，主要赞助商是生物制药公司
安进（Amgen）。

本地著名美
食烹饪导师
彭玉芸。

肝脏具备了供给身体养分、进行新陈代谢，以及帮助排毒等重要功能。（iStock图片）

熬夜爆肝有根据吗？

70岁患乳癌
可否切割乳房？

聆听讲座学习强健骨骼

第12届“乐活谈保健”大型讲座

　　想进一步学习更多有关肝脏疾病须注意的事项，以及

了解中老年群体如何护肝吗？国大医院肝、胆、胰外科高

级顾问医生勾伟杰将在11月3日的“第12届乐活谈保健”

讲座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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