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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冷，前列腺疾病患者增多
专家：55岁以上男性要尽早筛查前列腺癌

您的父亲每晚上几次厕
所？上一次厕所要多久？这
两个小问题，估计很多人没
问过自己父亲。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兴宁院区泌
尿外科主任龙慧民告诉记
者，实际上，对于上了年纪的
男性来说，夜尿增多、尿频、
尿急等排尿障碍非常影响生
活质量，有些患者一晚上甚
至要起夜 15 次。而这些问
题的根源，大都在前列腺增
生。这两天随着气温的降
低，这类患者明显增多。

昨天上午9点，记者来到龙慧
民的泌尿外科专家门诊。当天50
个号已经挂满，还有人不断来加号，
其中不少患者是因为起夜次数多前
来就医。

79岁的鲁爷爷（化名）就是其
中一位，当天是儿子陪着他前来复
诊。大约从两个月前开始，鲁爷爷
上厕所的次数越来越多，晚上睡不

好，白天精神不振，他实在受不了才
告诉了儿子。于是，找到了龙慧民
就诊。当时经过一番检查后，龙慧
民宽慰老人：“您得了前列腺增生，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前列腺
增生会压迫尿道，早期可能只是尿
频、尿急、尿不尽、排尿缓慢的症状，
时间长了会引起膀胱功能损害、残
余尿增多，进而导致肾脏积水，影响

肾功能。所以如果已经出现症状，
药物治疗不佳，一定要及时手术。”

听了这番话，鲁爷爷下决心做
手术。手术半小时就完成了，而且
第二天就出院了。“一直是我的一桩
心事，没想到速度这么快啊！”

这次是术后一周，鲁爷爷前来
复诊。如今他排尿舒畅，睡觉安稳，
再也不用一晚上起来折腾好几次。

龙慧民告诉记者，国内外数据表
明，50岁以上男性约50%存在前列
腺增生，60岁以上发病率为60%，80
岁以上的发病率则高达90%。

如今，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
前列腺炎等前列腺相关疾病，是公
认威胁男性健康的一大“杀手”。特
别是前列腺癌，位列全球男性恶性
肿瘤发病率第一位。尽管如此，前
列腺相关疾病，仍是不少中老年男

性难以启齿的“男”言之隐，即便有
了症状，也羞于告诉子女，因此延误
就医，导致病情进展越来越重，生活
质量堪忧。

龙慧民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
24小时内排尿的频率不应超过8
次，睡眠状态下起床排尿不应超过2
次。而在他遇到的前列腺增生患者
中，最严重的患者，一晚上要上15
次厕所。“有些患者饮酒之后也会出

现排尿困难的情况。”
冬天的脚步渐渐近了，这对于

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来说更是“要
命”。一方面冬天气温低，患者活动
少，病灶部位肌肉紧张，血液循环也
慢，导致前列腺充血和水肿的现象
加重，病情容易恶化；另一方面，冬
天夜晚寒冷，老年人起夜频繁，增加
了感冒、肺炎、跌倒骨折以及心脑血
管疾病的风险。

如果出现排尿困难，除了前列
腺增生，还要警惕是不是前列腺癌。

由于早期前列腺肿瘤没有确切可
以识别的症状，容易被病人和家属忽
视。我国约70%前列腺癌患者发现
时已是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55%。
因此，前列腺癌早诊早治很重要。

在当天的门诊中，龙慧民遇到
了不止一位前列腺癌患者。其中一
位患者不仅排尿困难多时，最近还

出现了腰痛的症状，PSA（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早期诊断前列腺癌的重
要指标之一）筛查结果异常，龙慧民
为其安排了前列腺穿刺活检，被确
诊为前列腺癌。而他出现腰痛的症
状是因为已经发生骨转移。

龙慧民说，他经常遇到晚期的
前列腺癌患者，当病人发现自己排
尿障碍较明显、尿潴留、血尿或骨骼
疼痛时再来就诊，通常已错过肿瘤

治疗的最佳时期了，后期生存率、生
活质量会大打折扣。

那么，哪些人需要尽早筛查前
列腺癌？龙慧民建议，55岁以上普
通男性，或有前列腺肿瘤家族史的
45岁以上男性，都需要做前列腺
PSA筛查；当出现排尿困难、夜尿增
多、尿频、尿急、尿不尽等不正常状
况时，要及早上医院就诊。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文/摄

手术后老人终于可以睡安稳觉了

一晚上正常排尿不应超过两次

前列腺癌早诊早治很重要

“医生，一走进办公室我就心慌、提
不起精神，烦得很。”国庆长假过去后，
很多人一提到上班内心极度不适。这
两天，北仑区人民医院（浙大一院北仑
分院）精神卫生科门诊量上升了20%，
不少焦虑人群前来咨询、问诊。

“目前来看，接诊量较多的是焦虑
症患者。”精神卫生科医生倪敏说，“其
实，现在人生活工作压力大，各个年龄
段都会有心情烦恼的时候，焦虑也是
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但是，焦虑症
这种以持续的、过分担忧为主要特征
的情绪却往往容易被忽视、被误解，导
致很多人深受其扰，甚至影响了身心
健康。”

小吴和小张是同一个寝室的工
友，刚刚参加工作的她们本该激情满
满，可最近她们完全不想上班。小吴
一想到上班就觉得身体浑身不舒服，
不是心慌、头晕，就是头痛、胸闷。类
似的情况在小张身上也有发生，尤其
是加班时就想发火，感觉老板“不人
道”“事太多”。

不过，两人只要一下班，一切就又
恢复正常。就连小吴的男朋友也说她
们俩“太矫情”。这样的情况反反复
复，小姐妹两人来到医院就诊后被转
诊到精神卫生科，医生诊断为不同程
度的焦虑症。

“我们常说的焦虑症是指一种以
缺乏明确对象和具体内容的提心吊
胆、紧张不安为主的情绪反应，还会伴
有身体不适等症状，比如，坐立不安、心
悸、手抖、出汗、尿频等。病人因难以忍
受又无法解脱而感到痛苦。”倪敏说。

目前，焦虑症病因尚不明确，可能
与遗传因素、个性特征、认知过程、不
良生活事件、躯体疾病等有关系，患病
的人感到痛苦不堪，绝不是“矫情”或

“闲出来的”。
不过倪敏强调，焦虑症是一种疾

病，不是靠“自己不去想”就能好的。
如果自己能放松心情、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家庭和睦、社会支持系统良
好，当然更有利于恢复，但在疾病的急
性期，还是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需要
专业的评估和规范的治疗。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许晓丹

焦虑症不是瞎矫情
需要专业评估和规范治疗

龙慧民医生龙慧民医生（（左左））正在为病人诊治正在为病人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