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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个人经历来说，
与精神病患者接触和相
处的这些年来，对我来
说，不只在专业上有所
长进，更是个人的成
长，带给我很大的满足
感。我很荣幸他们愿意
让我走进他们的内心世
界，一路陪着他们一起
走上健康之道。让我欣

慰的是，与这些病人的接触与沟通，让我消除了在执业初期
对精神分裂症曾有过的一些误解。
　　努鲁儿（化名）就是其中一名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病
患。初次见她时，我还只是在病房执勤的小医生。她当时状
况非常不好，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幻觉，混乱困惑，思维和行
为都紊乱不堪，虽已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月，病情似乎也不
见好转。我还深刻记得这个女孩在康复过程中经历过种种的
磨难与挑战。值得感恩的是，她在医院再接受了另一轮治疗
后，病情有了起色，终于可以出院了。
　　一晃又是好几年，我再在医院的走廊与她相遇。当时我
正在进行每天早上的例行巡房，是她叫住了我。我迟疑了一

下，没马上认出来，因为
她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她
不太一样。她向我叙述了
她自我们上回在医院里最
后一次见面至今的状况。
对于她能够重返校园继续
未完成的学业，毕业后正
积极找工作，我其实有点
惊讶，却也同时无比地开

心。她还跟我说，她如今到医院当起志工，常在周末到医院
来陪病患玩游戏和进行各种消闲活动。
　　一个社会有多进步，取决于它能以什么态度对待最弱势
的公民。就像我自己，也通过和病患的接触沟通消除了成
见，我希望公众终有一天也能充分了解精神病是怎么一回
事，学着包容与体谅精神病患者，卸下成见与歧视。相信他
们在获得帮助后也能有康复的一天，相信他们也可以跟你我
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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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两年前的一场盆底功
能障碍活动后，第一次与L女士
短暂会晤。这个64岁的退休教师
在先生的陪同下来找我，轻声对
我说：“医生，我可能需要您的
帮忙。”让我惊讶的是，她愿意
如此坦率地为自己肠失禁症状向
医生求助。
　　这种病其实在很多社会中，
至今仍是一件让人难以启齿的
“禁忌”。

女性比男性高出三倍的风险
　　新加坡中央医院2014年发
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地成
人人口当中，约有4.7%，相当
于20万人，可能有肠失禁症状。
　　这个数据让人错愕，但它很
可能还是低估了病例的普遍程
度，因为可能还有好些长期居住
在疗养院的年长者也有这样的症

状，却没被记录在案。
　　同项调查也发现，妇女患上
肠失禁的风险要比男性高出三
倍，因生产留下的后遗症是主要
原因。一过50岁，患病率激增五
倍，男性也不能幸免。肛门区周
边肌肉和神经受损的原因，譬如
动过痔疮和痔瘘手术；接受结直
肠手术或放射治疗，或曾患上妇
科及泌尿科癌症，都是可能引发
肠失禁的因素。
　　L女士育有三个子女，受肠
失禁现象干扰已经20年了。她
记起自己最后一次生产时非常辛
苦，生产过程很长，最终还得靠
钳子把胎儿夹出。
　　经历过这些创伤的妇女，产
道会变得脆弱易伤，具体影响可
能在多年后才显现，尤其是经历
更年期后，因为老化而肌肉开始
退化，体内各种潜在创伤越来越
显著。
　　L女士的状况近几年开始恶
化，一有便意就得马上冲进厕
所，可能十秒不到就憋不住了。

她诉说着，自己已经不知多少次
因为在户外大便失禁而丑态百
出。后来她干脆不再跟家人出国
旅行，也完全不见朋友。
　　对这么一个交游广阔又外向
活跃的妇女来说，这样的打击实
在很沉重。虽然有家人的支持，

朋友们也渐渐了解了她的处境，
她还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自我调
适，才终于鼓起勇气求医。
　　这种情况绝不陌生，很多人
选择保持沉默。挺可悲，但也在
所难免，与其要承认自己肠失禁
甚至找医生求医，很多人都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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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默忍，向肠失禁告别

盼社会学习
包容体谅精神病患者

　　在肠失禁面前，很多人选择保持沉默。与其承认自己肠失禁甚至找医生求医，很多人

宁可牺牲生活品质。大多选择相信这是老来难以避免的症状，只能认命，然后靠成人纸尿

片度日。

牺牲生活品质。人们大多选择相
信这是老来难以避免的症状，只
能认命，然后靠成人纸尿片度
日，默默忍受着皮肤红疹引起的
不适。
　　多项研究都显示，老年自闭
与抑郁经常与肠失禁脱离不了关
系，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遗憾
的是，好些病患也因此错过了接
受治疗的机会。

大多患者不须要动手术
　　值得欣慰的是，绝大多数肠
失禁患者都不须要动手术，也能
通过传统方法治疗。调整饮食习
惯和服药能帮助改善便质，而盆
底肌锻炼治疗也可增强肌力和协
调。再有，肠失禁患者过半也会
同时面临尿失禁问题。
　 　 新 加 坡 中 央 医 院 设 于
2 0 0 8 年 的 盆 腔 底 部 障 碍 服 务
部（Pelvic Floor Disorders 
Service），就结合了结直肠外
科医生、泌尿专科医生与妇产科
医生的专长，更好地针对患者的
个别症状和病情的严重性，提供
个人化治疗。
　　只有在所有传统疗法都失
效，或者所受到的创伤从一开始
就很严重，例如难产或手术，医
生才会建议为肠失禁患者动手
术。幸运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进展，我们如今可为

患者提供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
　　以L女士的病例来说，我们
为她做了详细检查，发现肠失禁
导因是控制排便的神经变弱了，
很可能是生产时留下的创伤。
我们让L女士接受非手术治疗超
过一年，可是效果不大。她急
着要见疗效，经过一番的详细
考虑后，同意接受一种称为“骶
神经刺激术”（sacral nerve 
stimulation）疗法。
　　具体方法是，将一根刺针插
入下背，借由起搏器传入低强度
电流，刺激控制排便的神经。这
么做能强化肌肉功能，改善对排
便的控制。L女士得进行两周的
试验期，确保这个疗程有效。
试验阶段先不植入，而是采用像
传呼机一般大小的提携式体外
电池。L女士对新疗法的反应良
好，失禁的次数减少了。一旦证
实有效，我们便在她体内臀部皮
下植入永久的起搏器。
　　植入手术很成功，复原过
程也顺利，L女士的病情自此之
后大有起色。她如今更能控制排
便，失禁的次数大为减少。她又
恢复了旅行，享受阔别了整整十
年的自由。她对我说，早知道治
疗那么简单，她会更早来找我求
诊，也就不必带着“残疾”熬了
那么长一段日子，吃尽了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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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于 1 3 岁 的 艾 丽 丝 而
言 ， 每 天 要 穿 上 脊 柱 侧 弯
（Scoliosis）矫正支架，活动受
限，甚至连睡觉身体都受到束
缚，那滋味实在难为外人所知。
孩子受疾病折磨的背后，还有个
辛酸的故事。
　　她的母亲黄女士说，女儿

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到学校定期
为学生提供身体检查的护士发现
孩子的脊椎似乎有问题。2015
年，女儿经过检查，证实患上脊
柱侧弯。

让患者安心接受治疗
　　屋漏偏逢连夜雨，黄女士
说：“那年，刚好我的丈夫也
被诊断患上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我们的家庭面对
双重打击。那一年里，丈夫进出
医院，做化疗，之后接受干细胞

移植。”由于治疗出现的并发
症，她的丈夫发生脑溢血，必须
在加护病房留医几个月。
　　原本她和丈夫工作两份薪
水，丈夫生病接受治疗开始，便
无法继续驾驶德士，他们一家七
口——三个孩子和一对老父母，
养家的经济重担全落在黄女生身
上，让她的精神几乎崩溃。
　　相较于丈夫的重病，女儿艾
丽丝的脊柱侧弯，对黄女士而言
算是“小问题”了，因此这个病
情延误了两年，一直到今年才到
医院接受诊治。
　　她说：“社工看到这个情
况 ， 便 帮 忙 我 向 中 央 医 院 申
请‘贫困患者基金’（Needy 
Patient Funds），至少解决了一
些经济问题，让孩子能放心接受
治疗。”
　　医院矫形外科医生为艾丽丝
量身定制一套脊柱侧弯矫正支
架，她必须每天穿20个小时，
至少两年，以维持正确的脊椎姿
势，预防将来患上慢性背部疼痛
疾病。
　　黄女士说：“孩子穿了几个
月，医生说进展良好，目前无须
做其他治疗，最重要是要坚持穿
着这个矫正支架，多运动，帮助
脊柱恢复。”这个矫正支架只可
使用两年，之后随着艾丽丝长
大，必须更换一套新的。

脊椎侧弯无法根治
　　研究显示，本地六七岁的孩
童中，受脊柱侧弯影响的女童占
0.05%，男童则占0.02%。由于
孩童身体尚未发育成熟，而且常
出现潜在遗传状况，所以脊柱侧
弯超过40至50度者，或不适宜
接受一般治疗法。

　 　 青 少 年 原 发 性 脊 柱 侧
弯（Adolescent  Id iopath ic 
Scoliosis）是最常见的脊柱侧弯
之一，通常是在青少年时期最可
能病发。脊柱侧弯是指患者的脊
椎有不正常的侧向曲线，而且相
信是由先天因素如基因和后天因
素所造成的。
　　患有青少年原发性脊柱侧弯
患者的脊椎最有可能在发育期间
恶化，因为他们的脊椎前侧长得
比脊椎后侧快，造成脊柱的侧弯
度突增。人们不能预防脊椎侧弯
的发生，也无法根治这个病症，
只能进行辅助治疗，避免侧弯度
恶化。
　　保健促进局属下的学校健康
服务处会分别为11岁以上的女生
和13岁以上的男生，做脊柱侧弯
的检测。如果出发现脊柱侧弯的
问题，家长应按时带孩子到学校
健康中心复诊。　　
　　青少年从小应注重建立骨
质，学习正确饮食，经常运动，
晒晒日光，并避免摄取过多咖啡
因和抽烟。缺乏钙质和维生素
D，将来容易罹患脆性骨折，以
影响手腕、髋骨及脊柱为常见。
此外，维生素D对维持身体肌肉
健康也很重要。
　　任何负重运动及冲击运动都
对刺激骨骼细胞生成有帮助。运
动时要穿适当的运动鞋，以减少
运动对腿部的冲击，减轻关节劳
损。此外，要多摄取富含钙质的
饮食，如鱼类和乳制品等。平时
应多注意下列事项：　　
　　一、节食减肥
　　节食者的钙质摄取不足，对
骨质密度产生负作用。　　
　　二、爱喝碳酸饮料
　　喝太多碳酸饮料，尤其是含
有咖啡因的饮料，会对骨质密度
造成负面作用。　　
　　三、“宅”在家里
　　年轻人足不出户，长时间使
用电脑上网或玩游戏，缺乏运
动，没晒太阳，缺少维生素D，
对骨质密度不利。

一起协助弱势群体　
　　新加坡中央医院“贫困患者
基金”鼓励国人慷慨解囊，资助
那些经济上面对困难的家庭。例
如上述个案的黄女士，因家庭突
发事故而经济陷入困境，急需社
会支援。“贫困患者基金”也资
助有需要的贫困儿童和年长的慢
性疾病或末期临终患者等。
　　随着社会越来越多的弱势群
体需要经济支援，贫困患者基金
每年须筹集约50万元，才能应付
需求。
热线：63266474
电邮：
giftstosgh@sgh.com.sg
网站：
https://give.asia/ZBGiv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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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玫瑰手留余香
　　脊柱侧弯病患艾丽丝受惠于新加坡中央医院“贫困患者基金”而获部分医药费支助。

该基金资助经济面对困难的患者家庭、儿童和年长的慢性疾病或末期临终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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