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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5%的前列腺

炎属于无菌性炎症

“前列腺炎是成年男性最常
见的疾病之一，发病率在10%左
右。”山东省中医院男科主任高
兆旺告诉记者，前列腺炎主要有
三大症状：泌尿系统症状、放射
症状与全身症状，“泌尿系统症
状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不
干净；放射症状则表现为小腹
部、会阴部和外生殖器等部位出
现疼痛；全身症状则表现为精神
和神经方面的疾病。”

“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以药
物为主。”高兆旺告诉记者，中医
会根据患者的不同表现采取不
同的治疗方式，如果患者是泌
尿系统症状，治疗时则以清热
利湿为主，放射症状则重在活
血化淤。

不少男性患前列腺炎后，担
心性生活中将疾病传染给自己
的性伴侣。对此，高兆旺解释，
90%-95%的慢性前列腺炎属于无
菌性前列腺炎，不会传染给对
方，“不过拥有性伴侣的前列腺
炎患者要注意性生活的适度，每
周不能超过一次，每个月不能低
于一次。”高兆旺提醒，性生活次
数太多会导致前列腺反复充血，
从而加重病情。

高兆旺提醒，前列腺患者在
日常生活中要忌烟、忌酒、忌辣，
多喝水，调节自身的心理状态，
也可以在家里使用中药水或单
纯的温水进行坐浴，这种方法可
以有效缓解前列腺炎的症状，不
过经常坐浴会对睾丸产生伤害，
因此未婚者或婚后未育者禁用。

前列腺增生属于老

年退行性疾病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与年龄
密切相关的疾病，属于老年退行
性疾病，通常发生在50岁以上的
男性身上。”山东东方男科医院
院长孙灏告诉记者，“良性前列
腺增生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
病之一,据国外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50岁以上男性约有50%患有良
性前列腺增生,80岁以上患病者
可达到80%以上。”

孙灏介绍，前列腺增生的主
要表现为尿频、排尿困难、夜尿
增多。“排尿的动力来源于膀胱,
膀胱逼尿肌收缩,膀胱径口随之
开放,尿液被挤压排出。但前列腺
增生后腺体会突入膀胱,同时挤
压尿道使其变得狭窄,小便阻力
增大,导致小便困难。”他说。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喝水增
多或紧张导致的生理性尿频不
属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在正
常情况下，一天一夜排尿超过8-
10次属于尿频，通常夜尿超过两

次就属于增多，但是如果只是单
纯的夜晚排尿次数多，并不会影
响到自身睡眠就不算病。”高兆
旺说。

轻度前列腺增生以药物治
疗为主，如果前列腺增生已经
影响到自身的生活质量，或者
出现肾功能障碍、泌尿系统反
复感染等相关并发症，高兆旺
建议手术治疗。

肾虚分类看待，不

可盲目进补

高兆旺介绍，在婚后一年，夫
妻双方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且女方
生理机制正常，因男方原因引起
女方不能怀孕的情况，称为男性
不育症，男性不育症可分为绝对
性不育和相对性不育。

“绝对性不育即无精子症，
不过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是相
对性不育，即精液质量的改变。”
高兆旺告诉记者，医生在临床上
会根据精液质量的变化，给予相
应治疗，“此外，男性不育还与性
功能障碍有关，比如勃起功能障
碍、不射精等。”

高兆旺提醒大家，千万不要
盲目壮阳，“根据中医脏象理论，
在五脏的病理变化中，一般认
为肾无实症，所以提到肾的病
理变化，就是肾虚，但是在临床
实践中肾虚又分为肾阴虚和肾
阳虚。”

高兆旺解释，肾阴虚对应虚
热的症状，肾阳虚则对应虚寒的
症状，根据肾虚不同的表现，需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滋阴或
壮阳。高兆旺强调，盲目壮阳可
能会加重肾虚病情。

最后，孙灏提醒，除忌烟、
酒、辣外，男性在日常生活中要
规律生活，“包括规律的作息、饮
食和正常的性生活。”孙灏建议
男性多吃含锌的食物，“缺锌容
易给男性带来不育、前列腺炎、
秃顶等危害，因此男性一定要定
期检查体内的锌含量，并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补充。”

精神紧张、雄性激

素分泌过多会致脱发

“由于压力大、应酬多、运动
时间少，中年男性大多都存在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三高’
症状。”孙灏告诉记者，随着年
龄的增长，人体的免疫功能和
内分泌功能都在下降，身体各
项机能都受到影响。

据孙灏介绍，吸烟、大量饮
酒、经常熬夜、摄入过多的盐和
脂肪均可使血压、血脂升高，“肥
胖的人更容易发生高血压，长期
的精神紧张、激动、焦虑等因素
也会引起‘三高’的发生。”

孙灏建议，“三高”男性在饮
食上应限制脂肪摄入，少吃肥
肉、油炸食品、动物内脏，多吃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平时要注意米
饭、面食等碳水化合物的补充，
也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矿
物质的食物。

“除‘三高’外，脱发也是大
部分中年男性会面临的问题。”
孙灏介绍说，头皮的皮脂腺是
受雄性激素控制，男性旺盛的
雄性激素会导致其头皮分泌过
多油脂，堵塞毛孔，从而使头发
不能及时接受到营养，造成脱
发。“除了某些疾病或药物因素
导致的脱发外，脱发的主要原
因是体内的雄性激素分泌过于
旺盛。”

孙灏还告诉记者，压力较
大、精神紧张、焦虑等精神因素
也是造成男性脱发的重要原
因，紧张、忧郁、恐惧或严重失眠
等因素都会导致神经功能紊乱，
使毛囊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从而引起头发脱落；长时间疲
劳、精神压力过重、熬夜等，也会
导致头发生长周期缩短，出现脱
发现象。

“日常生活中多喝水能够
保证头发需要的养分顺利到达
毛囊，从而减少脱发；注意补充
蛋白质、维生素B、碘元素等也
可防止脱发。”孙灏建议大家保
持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适
当地进行一些运动，日常运动
有利于舒缓压力，提高自身免
疫力，加快血液流动，有助于减
少脱发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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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题题不不难难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没感觉到眼睛疼痛或难
受，就突然看东西有些不舒服，
有小黑点像蚊子一样乱飞，视野
中一部分看不清楚，进一步发展
视力明显下降。”当有这些症状
时，很可能发生了视网膜脱离。
专家提醒，视网膜脱离是严重致
盲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疼痛等不
适症状，很多人拖了很久才去医
院，对视力造成严重损伤。

高度近视、外伤、

年龄是高危因素

“视网膜贴附在眼球壁的
内侧，是一层透明的薄膜，可想
象 类 似 鸡 蛋 壳 内 的 那 层 薄
膜。”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济
南眼科医院)眼底病科副主任
张同河介绍道，视网膜可进一
步细分为10层，主要由感光的
神经细胞组成，用于接收外界
光信号传送至大脑，形成图
像。视网膜上神经细胞分布并
不均匀，中心的黄斑部集聚了
大部分神经细胞，对于中心视力
至关重要。

“视网膜脱离是一种较严
重、较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张
同河介绍道，视网膜脱离是指
视网膜本身组织中的神经上皮
层和色素上皮层的分离，脱离
部分的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
激，导致形成的视觉图像不完
整甚至完全失明。张同河表示，
视网膜脱离对视力的影响程度

取决于其脱离范围和脱离时
间，如果脱离达到黄斑区，将对
视力造成致命损伤，即便手术
治疗效果也往往不理想。

“视网膜脱离后最好在两
周内手术，但是经常碰到拖了
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来就诊
的患者。”张同河表示，视网膜
脱离与多种因素有关，尤其是
视网膜神经血管先天发育不良
的人群。同时，有些后天因素极
易导致视网膜脱离，例如高度
近视、外伤、年龄、视网膜变性
等。“近视眼容易产生视网膜变
性，变性降低了视网膜的黏着
力，抗牵引力降低，特别容易形
成视网膜裂孔。”

通常通过手术使

得视网膜复位

“早发现和早治疗是视网

膜脱离治疗的关键”，张同河提
醒道，飞蚊与闪光是最早出现
的症状，“如果眼前突然出现大
量的飞蚊、某一方位有持续闪光
感应该立即去医院进行眼底
检查。”同时，视网膜脱离还会
导致中心视力下降、视野缺
损，例如视力突然下降或某一
方位总有幕状物遮挡。此外，
视网膜脱离如果累及黄斑区，
还会导致视物变形和显著的
视力下降。

张同河介绍道，视网膜脱
离通常采用手术封闭裂孔，使
脱离的视网膜复位。术前需要
卧床休息，可以双眼包扎，避免
眼球运动。“手术可采用光凝或
冷凝注气法，巩膜外加压术及
环扎术，复杂病例还须进行玻
璃体手术。具体采用哪种手术
方式需要专业医生根据患者病
情等综合因素判断。”

与视网膜脱离症状有些相
似的是飞蚊症，“飞蚊症也是感
觉眼前有黑点在飞动，不过症
状长期稳定，不会明显发展，并
且没有黑幕遮挡感等其他任何
影响视力的症状，而视网膜脱
离的症状都比较突然。”张同河
解释道，飞蚊症一般不需要治
疗，“如果自己无法明确判断，
最好找专业医生做眼底检查。”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尽量
避免视网膜脱离，张同河建议
防止眼外伤及头颅剧烈撞击，
中高度近视者应该避免剧烈运
动。一旦有早期症状，应立即找
专业医生就诊。

眼眼前前闪闪光光、、黑黑幕幕要要注注意意，，小小心心视视网网膜膜脱脱离离
济南市二院专家：视网膜脱离后最好在两周内手术

10月28日是我国第18个“男性健康日”，今年的健康主题为“守卫家
庭支柱健康，提高夫妻生活质量”。很多男性在面对自身健康问题时，觉
得难以启齿，不愿意主动就医，专家表示，男性健康疾病与高血压、心脏
病一样，都是疾病的一种，一定要科学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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