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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颈椎关节炎
面对
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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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常头痛
邓伟坚 报道

tangwk@sph.com.sg
厨师常因头痛请假，遍寻名医医不好，原来竟
是患上颈椎关节炎，微创介入疗法救了他。
何国元医生说，有一天，一位40岁的厨师来到
疼痛治疗中心求诊。
多年来，他的头痛严重且持续不停，常因头痛
加剧须请病假，也使因头痛常失眠。
专科医生诊断他患偏头痛，但服用了各种专治
偏头痛的药仍没缓解。
经初步检查，何医生发觉他的头痛可能是颈
椎关节炎引起的颈椎引发性头痛（cervicogenic
headache）。
和病人讨论后，何医生用微创介入疗法，注射
麻醉药和类固醇进入颈椎小平面关节(facet joints)
内。治疗完毕，病人的头痛全消。

另一位72岁的妇人，被
医生诊断患偏头痛。她的症
状较严重，疼痛常蔓延到面
颊、颈项和肩膀。
病人也接受了微创介入
治疗，疼痛虽减轻，但只缓
何国元医生。
解了两个星期。
后来她接受了射频消融
（radiofrequency thermoablation）治疗颈椎关节
炎后，疼痛就慢慢消失。
复诊时她喜形于色，不再感觉到头痛或颈痛。
以上2例，皆因颈椎造起的头痛，叫做颈椎引
发性头痛（cervicogenic headache）。
患者通常出现头痛症状，常被误诊为紧张性头
痛或偏头痛。

车祸也会
引起头痛
车祸也会引起颈椎引
发性头痛。
开车司机高速撞向前
车，颈项突然屈伸，严重
地伤到颈部椎体、椎间
盘、肌肉和韧带。
这种损伤叫做颈椎
过度屈伸损伤（whiplash
injury）。
颈 椎 关 节 强 硬
（cervical spondylosis）
是另一导因。
颈椎由七块椎体形
成，椎体之间有小平面关
节，人体老化，关节用久
而磨损，导致关节炎。

摄影

资深艺人陈澍城与公众轻松“谈死”，笑言这个“神
秘人”打从他呱呱落地，就一直跟着他，只是不知几时要
带他走。
陈澍城（66岁）昨天下午出席由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
洪振茂基金联合，在义顺81街卡迪地铁站对面举行“两面
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与本报17名读者一起参观游览
会，一起“讲死”。
他受访时表示，起初受邀“讲死”时，内心觉得“毛
毛的”，不过后来想想，人们一生下来就肯定跟死绑在一
起，有生就有死，对这课题不再忌讳。

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

公众：启发探讨有意义
公众反应热烈，认为此活动很有意义。
本报读者张先生（46岁，客户服务人员）说，1997年
时38岁的哥哥心脏病暴发忽然去世，而母亲伤心过度连日
消瘦下去，五个月后也离世。
他说，当时因为两人的死都来得突然，还来不及交代
好后事，在办理他们的后事时有点凌乱，所以觉得人们在
生前就应交代好后事。
他认为，这次的“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很有
意义，可启发公众多探讨这课题。
另一名读者林女士（50多岁，装修承包商）表示，大
她一岁的姐姐21岁就死于脑瘤，让她20岁时就接触到死
亡。她说，父亲则在她30多岁时去世，由于忙于工作没有
太多时间排陪伴父亲，至今深感遗憾。她觉得这个活动可
提醒大家在家人生前多花时间陪家人，更充实的过活，让
人生无遗憾。

▲陈澍城说，不应畏惧死亡，要以
坦然态度面对。

‘此路必须走’
要活得精彩
陈澍城笑言，近几年看讣告时都会
“中奖”，看到离世的朋友，恍然发现
自己也不年轻了，总有一天死神也会找
上他。
他认为，每个人对于死亡有很多问
号，久而久之就希望这个“神秘人物”
不要出现，宁可逃避也不愿意面对。
但是他说，“此路必须走”，所以
有生之年要活得精彩，不应对死感到畏
惧，反而应该要“早说”，“慢慢说”
及“多说”死亡这课题。
陈澍城表示，八旬岳母对死不避
忌，还准备好了寿衣。
他告诉公众，岳母思想开通，对死
一事很坦然，也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很久以前就买好了寿衣。
他也说，岳母已透露，往生后要土
葬而不是火化，因为不想被“烧烤”。
『谈死』。
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与公众轻松
资深艺人陈澍城在昨天的『两面

认识
一下

Law

●位于义顺81街（卡迪
地铁站对面）第838座前的
篮球场将在今天举行最后一
场“两面之间，与死共生”
游览会。时间从上午10时至
晚上10时，入场免费。
●下周五（26日）至下
周日（28日），则在大巴窑
图书馆前举行另外一场“两
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
会，时间从上午10时至晚上
10时，入场免费。

撞伤违例过路者
司机是否会被控？
李亚丰律师答：
陈先生问：

我是跑业务的，时常必须在外跑动，开车有10
年经验，记录一向良好。
不过不久前在马路上，我不慎撞倒一名名学
生，他突然冲过马路，我无法及时刹车，结果把对
方给撞倒。所幸，学生无大碍，被送往医院治疗。
我虽然有买保险，但还是不放心，一直睡不
着。
我想问，如果伤者是违例过马路的话，那我是
否要负责他的医药费？我是否会被提控？我向警方
录了口供，现在非常着急。

文／李耀文

李毅思 报道
leeyisi@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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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澍城告诉在场公众说，打从呱呱坠地，死神这个“神
秘人物”就跟着他，只是不知道这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几时会
出现，不过既然都要出现，就不要让‘他’突然出现时，感
到愕然，要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他’。
他说，应该在生前跟家人“谈死”，交代好后事，比如
若患上大病，要家人如何处理，若去世了要怎么办，毕竟
“有备无患”，可为子女省却麻烦。
陈澍城受访时表示，若有一天患大病，只靠插管维持生
活，要家人拔管还是继续维持他的生命，是个值得跟家人探
讨的课题。他认为，当事人自己表达意愿，可省却家人过后
内心的挣扎与不知所措，是对家人负责任的表现。

有更多女性遇害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本地谋杀案死者
70岁以上居多

交代后事省麻烦
陈佩敏

颈椎小平面和头部脸部的神
经，分布在脑根内，我们的头脑
会错误地把颈痛理解为头痛。
止痛药物或者物理治疗一般
能解除颈椎引发性头痛。严重或
持续不停的头痛，需微创介入性
治疗。
向颈椎小平面关节内注射麻
药和类固醇，颈椎引发性头痛
80％能被治好。
要是病患者只获得暂时的松
缓，采用射频消融来摧毁分布在
疼痛关节部位的神经，可迅速有
效地止痛。止痛效应也长达一两
▲我们的头脑会错误地把颈痛理 年。
解为头痛。（档案照）
（本文资料由莱佛士医院疼
预告：明天我们为读者讲解什 痛治疗服务主任的何国元医生提
供）
么是三叉神经痛。

内政部：

陈澍城与读者轻松‘谈死’
王翊颀 报道

持续严重头痛
应如何治疗？

既然案件已交由警方处理，
那我建议你再多等一下，看警方
调查结果如何。
李亚丰律师
即使伤者或违例过马路，但重
要的是你当时有没有注意路况，驾
驶车子是否有无疏忽，将是警方调查的重点。
如果警方认为你有错的话，刑事上可以疏忽或鲁
莽驾驶罪名提控你。
另外，伤者也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向你追讨赔
偿，不过通常会由保险公司委任律师来处理案件。
不过如果你真的被提控，建议你先通知保险公
司。

您有问题想问律师吗？请电邮至leeyw@sph.com.sg

根据内政部的一个报告，本地谋杀
案受害者当中，以70岁以上的人最多，
也有更多女性被杀害。
《经济学人》形容新加坡为“世界
上最安全的国家”，本地2012年仅发生
11起谋杀案，平均48万人中1人被杀。这
是根据2012年的平均谋杀案率得出的结
论。
根据内政团队今年刊登的报告，本
地谋杀案受害者当中，以70岁以上的人
最高。
本地谋杀数据显示，从1955年至
2009年，谋杀案件有下降趋势，从最高
峰的每10万人近4人被谋杀，到2009年之
后最低少过0.5人。
而谋杀案件中的受害者，在10万人
中有0.70人是70岁以上，这是在各年龄
层中最高的。
但报告也指出，尽管如此，受害者
年龄分布较平均，没有特别突出的年龄
层。
这个现象与1970至1980年间不同，
以往较多丢命的受害者年龄介于15至49
岁。

因仇恨干案例子较多
因恨或愤怒干下的谋杀案的例子较
多。
报告也针对谋杀案所发生的原因进
行研究，并将谋杀案归类成因内在得到
满足而干案，例如仇恨、愤怒以及报仇
等，还有为了达到目标而干案，如打抢
等。
第一种原因而干案的例子，从以前
的61%上升至71.9%。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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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
西施

▲本地最常使用的谋杀凶器是刀子。（档案照）

女性涉嫌谋杀
比80年代增一倍
谋杀案件目前还是以男性嫌凶居多，
但是女性嫌凶从1980年代的6.25%增加至
2000年代的12.15%，涨幅达一倍。
也有更多女性被杀害，女性在1980
年代是命案死者占35.85%，2000年代则
占46.91%。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案件是由
女性杀害女性，占2000年代谋杀案中的
8.33%。

最常使用凶器是刀
本地最常使用的谋杀凶器是刀，没使
用武器杀人则占近35%。
1970年代起，新加坡加强枪械管
制，所以使用枪谋杀的案件已非常罕见，
现在近45%的命案是使用刀夺命。
没使用武器杀人则占近35%，比
1990年代的7.61%有所增加。
另外，命案现场也从公共场所转入私
人场所，在私人场所遇害的从1980年代
的30.43%增加到2000年代的51.25%。

麦卉耳水不平
晕眩送入院

▼麦卉周二晚上准
备表演时突然头晕
不支，需送院治
疗。（档案照）

赖凌杉 报道
MMS/Whatsapp传照片：91916194

“潮州西施”麦卉耳水不平，表演前晕眩
无法站立，紧急召救护车送院治疗。
事故发生在本周二晚上，麦卉因为头晕得
利害，甚至得电召救护车，将她送入院治疗。
麦卉受访时说，当天在大巴窑同一个场地
有两场演出，分别是下午一场及晚上一场，下
午的表演顺利完成，当时已经有点不舒服，本
来想在车上休息一下再准备晚上的演出，岂料
却根本没办法。
“我当时准备到礼堂准备表演，可是却忽
然头痛不止，整个人感到晕眩，状态很差。”
台主和友人看她不对劲，叫她先回家休
息，不要勉强表演，她于是向理事请示了后就
准备到停车场，让先生载她回家。
“可是到了停车场，还没上车，整个人就
头晕目眩，全身无力，连站起身都没办法。”
她的先生担心开车载她的话没人能照顾
她，于是朋友就帮忙召来救护车，将她送入医
院。
“我住院了一晚，隔天早上就出院了，医
生说是耳水不平，操劳过度，需要休息，给了
我3天病假。”
她表示，七月期间每天都在跑歌台，生病
了还在苦撑，搞到身体虚脱。
不过，她这几天都在家中休息，就一直吃
药睡觉，感觉好多了，所幸刚好这几天又没有
歌台演出，可以好好休息。

传吃减肥药出事
麦卉：
我没减肥
本报之前报道，麦卉5年前疑吃药
减肥，搞到混混沌沌唱歌台时脑袋放
空，音乐响了都唱不出歌来，当时麦卉
从52公斤减到45公斤。
因此麦卉这次突然晕倒，有人担心
是否因为吃药减肥造成，不过她坚决的
表示，自己没在减肥，也已经没再碰那
些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