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前列腺增生困扰多年

七旬老人现场寻医

罗恒主任说，由于前列腺增生

的发生， 必须具备年龄的增长及有

功能的睾丸两个重要条件，所以，老

年男性睾丸产生睾酮的功能正常，

年龄足够长， 几乎每个老年男性都

会得前列腺增生。不过，只要积极接

受治疗，平时注意多方防控，仍然可

以延缓、控制该病的发展。

针对日常防控方面，首先应做

到保持大便通畅，因为便秘者直肠

内积聚大量粪便，会加重邻近的前

列腺充血。 同时，便秘者往往排便

时用力过大，腹压增加，压迫前列

腺，可使尿道变细，排尿受阻，对前

列腺健康不利。

其次，避免久坐。 久坐会使前

列腺长时间受到挤压，导致局部血

液循环不畅。 特别是在骑自行车

时，车座与会阴产生磨擦，刺激尿

道上段和前列腺等处，促皮下组织

慢性增生、发硬、肿大，甚至发炎，

压迫尿道和前列腺，容易造成前列

腺疾病和排尿困难。

同时，还应注意不要憋尿。 因

为憋尿会让膀胱过度充盈，压迫前

列腺，进而可能导致排尿困难和尿

潴留。

而在饮食方面，要避免进食过

于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同时不

要酗酒，避免加重前列腺充血的情

况。 期间，还应注意每天多饮水，通

过排尿对尿道进行冲洗、促进前列

腺分泌物排出，如此能预防前列腺

感染。

此外，由于机体受凉时，极易

引起交感神经兴奋，而交感神经又

会作用于前列腺组织中丰富的肾

上腺能受体，导致腺体收缩，使尿

道内压增加，影响排尿。 而排尿困

难， 又会对前列腺产生不良的影

响，如此恶性循环可使前列腺发生

病变。 因此平时一定要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

据调查显示，烟草中含有的各

种化合物多达 1200 余种， 其中绝

大多数对人体有害，而吸烟者前列

腺疾病患病率比不吸烟者高 1 至 2

倍，可见吸烟越多对前列腺的伤害

越大， 为此要想保前列腺健康，就

要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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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恒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 贵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乌当分院泌尿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2004年毕

业于贵阳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进

修于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

院。

擅长前列腺增生症、泌尿系

肿瘤的诊治，主要研究泌尿系疾

病的微创治疗。

门诊时间

每周一下午

门诊地点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博爱路院区）

读者提问 专家解答

读者：我父亲今年 87 岁，前列

腺增生严重，不仅有尿频、尿急、尿

不尽，而且尿痛还特别明显。请问针

对父亲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专家罗恒： 应对前列腺增生症

的方式有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

种。 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一些年轻、

病情不重的患者， 对其进行药物治

疗。 后者，主要针对症状较重，或已

无法通过药物治疗、 存在急性尿潴

留的患者，借助微创手术的方式，将

前列腺增生切除。

目前应对前列腺增生症的微

创手术， 是借用专业医用设备，经

尿道进入到患者前列腺，开展精准

切除，该技术目前已经很成熟。

专家课堂

增生症也可

进行微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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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医泌尿外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时表示———

本报讯 1 月 15 日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副主任、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乌当

分院泌尿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医学硕士罗恒，值守本报“专家坐

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防治前列

腺增生症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

交流。

“目前前列腺增生症都有哪些

治疗方法？ ”“我因前列腺增生诱

发了膀胱结石，请问术后用药应该

注意啥？ ”“前列腺增生出现小便

失禁该咋办？ ” ……现场热线刚一

开通，便陆续接到不少患者来电咨

询如何防治前列腺增生症的相关

问题，对此，专家罗恒均逐一进行

了解答。

罗恒主任表示，前列腺增生症

即前列腺异常肥大，是较为常见的

一种中老年男性疾病。 不少男性患

者将夜尿次数增加、尿等待、尿中

断、尿线变细、尿程变短、尿不尽等

典型的前列腺增生症状，归因于机

体退化的一种自然现象。 殊不知，

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原因在于，现如今很多男性出

现的排尿问题，多由前列腺增生症

所引起的尿道梗阻所致，如对其置

之不理，不加以控制、治疗，迁延日

久， 该病还会诱发诸如泌尿道感

染、膀胱结石、肾积水、肾功能衰竭

等并发症。 所以，当确诊为前列腺

增生症后，应引起重视，及时到医

院治疗，尽量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除了积极配合治疗外，科学饮

食也很重要。 众所周知，贵阳本地

人喜好辛辣油腻的食物， 如火锅、

烧烤，还不忘畅饮几杯。 对此罗恒

主任表示，长期、大量饮酒会增加

肝脏、肾脏的负担，降低机体防御

功能，进而加剧细菌和其他微生物

入侵前列腺的可能。

而食用辛辣食物，也会引起体

内内脏血管扩张， 导致前列腺充

血，如此也不利于前列腺的健康。

�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乌当分院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

罗恒（右）做客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

前列腺增生症 不同于前列腺炎

罗恒主任表示，前列腺增生症

和前列腺炎是不同的两种疾病。 前

者，病理学表现为细胞增生，是引

起老年男性排尿障碍原因中最常

见的一种良性疾病。

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前列腺受

到致病菌或某些非感染因素刺激

而出现的骨盆区域疼痛不适、排尿

异常（尿频、尿急）、性功能障碍等

临床表现。

而从医学角度来说， 前列腺增

生症和前列腺炎一般都不会转化为

癌症（前列腺癌），但却可以并存，

特别是对于前列腺增生手术后的患

者来说，还有患前列腺癌的可能。

对于男性来说， 房事是否适

度， 对前列腺健康也有着重大影

响。 对此罗恒主任表示，如果性生

活过多， 短时间内持续多次性交

者，其急性前列腺炎的发病率就会

直线升高。

原因在于， 频繁的性生活，会

引起前列腺、 生殖器官过度充血，

同时精液、前列腺液的滞留，会给

病原菌生存提供条件，进而引起各

类炎症，最终造成前列腺炎。

如此说来，是不是性生活越少

越好呢？ 其实也不然，对此罗恒主

任解释说，如果长期禁欲，会导致

前列腺分泌物大量“囤积” ，时间

一长，也会造成前列腺及其他生殖

腺体过度扩张与充血，进而让前列

腺受损。

为此，对于男性来说，房事要

适度， 如此才有利于前列腺的健

康。

保护前列腺 房事应适度

防治应从控制烟酒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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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我今年 70 岁，去年因前

列腺增生症诱发膀胱结石， 随后做

了结石手术治疗。 请问今后我该如

何用药，尽可能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专家罗恒： 针对此类患者，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用药，而是找到病

根。 因为，一旦患上前列腺增生症，

如不及时处理，是会诱发膀胱结石

这类泌尿系统结石的。

对此，首要解决的问题，应该

是前列腺增生症，否则，如此反复

手术处理结石，最终只会给患者的

身体带来更大的伤害，同时还会降

低患者的生活质量。

读者：家中有个亲戚今年 70多

岁，两年前被诊断为前列腺增生症，

现在起夜频繁， 且伴有大小便失禁

的情况。 请问该怎么办？

专家罗恒： 对于前列腺增生症

患者来说，从通常的夜尿频繁、尿等

待、尿中断，发展到尿失禁后，表明

病情已经较为严重， 此时仅通过吃

药很难达到治疗效果。

在此建议， 你的这位亲戚应先

到正规医院做尿常规、 泌尿系统 B

超等方面的检查， 同时可考虑接受

前列腺微创手术， 以便于彻底解决

前列腺增生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出现大小便失禁

应尽早手术

74 岁的周

师傅， 被前列腺

增生症困扰了 20 余

年，为了尽早摆脱疾病困扰，周师傅

在得知此次活动后，当即报名参加。

周师傅告诉记者，20 多年前，

他就被诊断患上了前列腺增生症，

起初病情不算太严重， 加上对手术

存在一定的顾虑，多年来，周师傅一

直依靠服药来进行保守治疗。

由于没有得到彻底根治，随着

病情的发展，近年来，周师傅尿频、

尿急的情况变得越发严重，晚上每

隔 2 小时就要起夜，睡眠受到明显

影响，严重时甚至还出现尿失禁。

对此专家罗恒表示，从周师傅

所描述的病情来看，已不能单纯依

靠药物治疗来达到缓解病情的目

的。 为此建议，周师傅应尽早到医

院做一个系统检查，如符合各项手

术指标，应尽早接受手术治疗。

得到专家的建议后，周师傅表

示很满意，并对专家和本报栏目表

示了感谢， 同时周师傅还表示，会

在近期接受手术治疗，彻底告别前

列腺增生。

现场花絮

罗恒主任正在

查看周师傅的病历

前列腺增生症

诱发结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