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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子患先天性心脏病

在孩子面前，我不能哭

李婉玲：

两年前，李婉玲怀孕五个月时，胎儿被诊断出患有“室间隔完整的肺
动脉闭锁症”。儿子出世后，必须接受几个大小手术，作为父母的，除了
承受心灵上的煎熬，还得细心地照顾孩子，帮助孩子战胜病魔。
李婉玲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先天心脏病，同时也
以实际行动捐助国大医院儿童基金，帮助经济有困难的病童家庭。

看

到2岁的陈俊仁，皮肤白皙，活
泼好动又可爱，在客厅里跑动
玩乐，还拿着他拍的沙龙照给
我看，逗得人开心。
当他在妈妈李婉玲（31岁）的腹中
时，却被诊断出患有“室间隔完整的
肺动脉闭锁症”（PAIVS or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那时胎儿已五个月大，国大医院的医生
要李婉玲和丈夫做出最后的选择——留
或不留这条小生命？
李婉玲说：“当时心里毫无头绪，
我们只有两个星期做这个重要的决定。
我们询问很多人的意见，也征询不同医
生的看法，医生告诉我们，孩子80%会
好起来，经过仔细的思考后，我们决定
把孩子生下来。其实，只要有50%的机
会，我们就会保留孩子。”

出世第三天就动手术
跟丈夫经营美发业务的李婉玲，每
天长时间工作，一直到生产前一天才停
工，剖腹产下宝宝。她说：“他出世第
三天，就动第一个心脏球囊扩充手术，
两个星期后，又进行一项较大的‘分流
术’（Shunt）。”这是个大手术，前
后七小时，李婉玲独自在加护病房外守
候，为幼小生命所承受的痛楚伤心哭
泣。
“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症”是
指主肺动脉、肺动脉瓣及肺动脉左右分
叉部这三者中的一处或几处发生闭锁，
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右心室、三尖瓣发育
不良。国大医院小儿心脏科林自文顾问
医生指出，患上这类先天性心脏病的幼
儿，其右心室发育不全，必须在出世十
天后接受“分流术”；当孩子一岁时，
再进行一个“双向肺—腔血管吻合术”
（BCPC）。这同样是个大手术，前后需
要七个小时。
根据全世界的统计数字，每10万个
新生儿中，患有“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
闭锁症”占5.6至8.1个，本地尚无统计数
字。林医生说，这类疾病并无明显的遗
传因素，也无性别差异，PAIVS占所有
先天性心脏病的0.7%至3.1%，属少见。
李婉玲没有放弃救治儿子陈俊仁的希望，也深信孩子听到他们关爱的声音。

本地首宗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手术

让台湾女子重见光明
莫美颜／报道 何炳耀／摄影
39岁的台湾女子林于珊，五年前
被诊断患上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
（Stevens-Johnson Syndrome，简称SJS），
导致角膜干细胞缺乏而致盲。到本地治疗
前，林于珊的左右眼一共做过五次手术，
不但视力没恢复，而且病情越趋严重。
去年初，林于珊到新加坡，向眼科与
角膜移植中心（The Eye & Cornea Transplant
Centre，简称TECTC）的医务总监洪柏强
医生求助时，她的双眼严格来说已失明，
角膜组织严重充血，而且部分眼皮组织和
眼睛已合在一起。鉴于林于珊右眼角膜组
织已经变得非常薄，几乎要穿孔，得马上
进行手术。
以林于珊的情况，洪医生几乎可以肯
定常规眼角膜移植手术会出现器官排斥
现象，而且两年后手术将失效。他认为
最理想的救治法是重建眼球表层，并以
先进的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手术（Boston
Keratoprosthesis），用特制人造角膜取代已
病变的角膜。这是本地首宗波士顿人造角
膜移植手术。洪医生同时也为病人摘除了
白内障。

手术一周后可张开右眼
手术一星期后，林于珊完全可以张开
她的右眼，眼睛的炎症好多了，最令病人
开心的是，右眼的视力恢复了。这是她多
年来第一次能看到东西。
林于珊对手术结果很满意，今年7月，
她再找洪医生医治她的左眼。洪医生同样
为她进行了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手术和白
内障摘除术。现在，她双眼的视力已恢复
得很好。
洪医生不仅是新加坡，也是东南亚第
一个使用波士顿人造角膜完成手术的眼科
医生。他说，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手术是
一项医治致盲性眼科疾病的革新疗法。
这项手术的优势很多。由于波士顿人
造角膜移植消除了移植排斥和失败的问
题，接受此手术的患者可以长期拥有良
好视力；术后视力恢复更快；视力效果更
好。由于手术无需进行全身性免疫抑制和
对类固醇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
的伤害；手术也较少散光等问题；具可逆
性，一旦需要可以重复进行；手术后外观
良好。
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手术适用于严重
和复杂角膜疾病患者，遭遇角膜移植和角
膜手术失败者。有遗传性角膜混浊者也可

接受这项手术，它甚至可以用
来治疗儿童先天性或遗传性角
膜疾病。

为重症致盲眼疾患者
带来新希望
洪医生说，角膜疾病是全
球导致失明的第二大常见原
因，有了波士顿人造角膜移植
手术，全世界包括亚洲数百万
名患者将能够从中受益。在新
加坡和亚洲地区，至少有成千
上万名眼疾患者的视力可以通
过这项手术获得改善，它也能
为重症致盲眼疾患者带来一线
新希望。
常见的致盲角膜疾病并
不单纯，包括大疱性角膜病变 洪柏强医生是东南亚第一个使用波士顿人造角膜完成手
（Bullous Keratopathy），角膜 术的眼科医生。
水肿，角膜营养不良和变性，
恢复视力；视力也较好，较少散光等问题
福克斯内皮营养不良（Fuchs Endothelial
等。由于这项手术采用的是微型角膜刀，
Dystrophy），锥形角膜，因外伤或炎症导
所以手术更顺畅，接口更规则，手术效果
致的角膜 疤痕，还有化学损伤，史蒂文
更佳。
斯·约翰逊综合征，以及感染和病毒等。
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的角膜移植手术已
非常先进，而且选择不止一种，角膜内皮
移植术（Endothelial Keratoplasty）是另一种
先进的角膜移植手术。
洪医生说，如果角膜疾病受影响的是
角膜最里层的内皮，比如病人患的是大疱
性角膜病变或福克斯内皮营养不良，需要
替换的是角膜内皮，那么医生便可采用角
膜内皮移植术来解除病人的病痛。
说到这项手术的优点，洪医生说，它
的优点很多，包括切口小，无须缝针；供
移植的角膜无须缝合线连接；病人能更快

TECTC “世界爱眼日”大型华语讲座
主讲者：洪柏强医生
·日期：10月6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上午9时30
分开始登记）
·地点：龙都大酒店（Rendezvous Grand
Hotel）二楼，9 Bras Basah Road
·讲 座内容：眼部基本护理、白内障、角
膜疾病、青光眼、视网膜病变及老花眼
·报 名热线：6838 1000（座位有限，请
尽早预约）；入场免费。

但是，病儿有生命的危险，出世后必须
动手术治疗，否则容易夭折。
林医生说：“PAIVS跟成人的心脏
疾病完全不同，前者属于罕见病例。不
过，如果陈俊仁的饮食不当，或不重视
保健，将来长大后，也可能面对其他心
脏疾病的问题。”

4岁时必须再动手术
陈俊仁的康复状况非常顺利，如果
不说，根本没人知道这个活跃、聪明伶
俐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当他4岁
时，必须再动另外一次手术。
李婉玲说：“在孩子面前，我不能
哭，担心吓坏他。我希望那些面对孩子
有心脏问题的父母和家庭，尤其是看护
者，必须对孩子的病症有认知，并晓得
如何照顾病患。其实，这些孩子比我们
想象中顽强。当俊仁出世时，我的母亲
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
他。我们都没有放弃，也深信孩子听到
我们关爱的声音。”
她说，这两年，都是母亲细心照顾
孙儿，起居饮食都根据医生的指示，让
她和丈夫能安心工作。根据医生指示，
孩子应在10月进入托儿所，让他跟外界
接触，过群体生活，增强抵抗力。她也
已经做好孩子跟外界接触，容易感染疾
病的心理准备，这是必须面对的挑战。
她说：“这是一辈子的牵挂，每次
带他去复诊，看到同样的年幼病童，我
就想起他出世第一年经常进出医院的辛
苦。”她暂时也没有勇气再生第二胎，
必须投入精神照顾儿子。
李婉玲说，看到自己的孩子能跟疾
病对抗，要特别感谢国大医务人员细心
的照顾，也晓得更慷慨地帮助有需要
者。她捐了两次血，也捐200元给国大医

林弘谕／报道
李白捐／摄影
院儿童基金。她说：“虽然我们不是国
大儿童心脏基金的受惠者，但是我们非
常支持这个基金，也能体恤患有先天性
心脏疾病孩子的父母的苦心。我们希望
通过自己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这种疾
病，也勇敢地面对它，因为生命是最宝
贵的！”
林自文医生为李婉玲的义举而感
动。林医生说：“她从自己的美发客户
那里知道我们的慈善活动，特地一个功
夫把钱交给我们，她的家庭非常‘富
有’，拥有很多关爱与慷慨，她希望其
他人也能受惠。我们珍惜每颗善心，无
论义款多寡。”

“甜心为善”慈善活动
国大医院儿童心脏基金从去年开
始，跟The Lo & Behold Group等联办“甜
心为善”（Sweet Charity）慈善活动，为
有需要者筹款。The Lo & Behold Group集
团总经理（餐馆营业）黄丽芬说：“我
们去年跟PS Cafe主办‘甜心为善’慈善
活动，感觉意义重大，不只是为有需要
的儿童筹集义款，也将本地餐饮业者团
结起来。去年共有12家餐饮业者参加，
今年反应更踊跃，增加到30家，包括著
名的珍宝餐饮集团（Jumbo Group）和
Canele等，大家士气很高，跟国大医院
和其他机构等为慈善献力。”
今年参与“甜心为善”活动的餐馆
或咖啡座，将从10月1日至31日销售各式
甜品，并将部分收入捐作国大儿童心脏
基金，帮助经济有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疾
病的病童家属支付医药费用。今年的义
款目标为10万元。
读者想知道哪些本地餐饮业参与
这项“甜心为善”，可上网站：www.
facebook.com/sweetcharitymonth查询。

了解自己的骨骼是否健康
骨骼，支撑着身体的肌肉和各
主要器官，也是储藏钙质的地方，
为骨密度与骨骼强健提供最佳滋
养。
随着年龄增长，骨骼不断变
化，也因着个人所摄取的营养和运
动，骨骼也受到好坏不同的影响。
当人们进入老年后，骨骼的退化速
度较形成快，尤其是过了更年期的
女性，骨质流失更迅速，因此必须
趁早进行骨骼保健，人们平时应多
了解自己的骨骼是否“及格”，以
避免各种骨骼疾病。
BioCalth是美国专利产品，具
有补充和修复骨胶原功能，又具
有传统补钙的效
用。BioCalth也是
唯一采用苏糖酸
（L-threonate）的
补钙品牌，苏糖
酸有利人体吸收
钙质，吸收率高
达95%。苏糖酸是
一种维生素C衍生
物，也是重要的钙

林弘谕／文

质运输分子，与钙结合后，能帮助
钙质自肠道吸收，再快速运输至骨
骼，使钙质不仅堆积在骨骼表面，
更深入骨骼内部以提升骨骼密度，
这跟一般补钙产品较难被吸收而容
易造成便秘的现象不同。
BioCalth还可提高骨微循环系统
能力，对于防止和改善与软骨组织
有关的疾病，包括关节炎、风湿性
关节炎、关节软骨损伤、骨质疏松
症或佝偻病等，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种健骨保健品的原料跟大多数补
钙及骨和关节方面的产品不同，采
自植物性的天然分子，适合各年龄
层，包括孕妇和素食者服用。
这些年来，
BioCalth在全岛各处
提供免费的骨密度检
测服务，让公众更了
解自己的骨骼是否
健康。公众可拨电
6271-8122询问有关
免费骨密度检测的地
点（每天只限100名
公众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