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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助缩短骨骼矫正手术时间
竹脚医院每年治疗50个
新的四肢骨骼畸形病例，
其中 10 ％的情况较复杂，
骨 骼 在 三 个 平 面 —— 冠 状
面、矢状面和轴面都畸形
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3D
打印技术就能派上很好的
用场。
杨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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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尔（15岁）一出世就双
脚变形，一岁大时就得成天戴着
支架矫形鞋纠正双脚，之后动过
矫正手术但双脚继续歪着长。直
到去年安装固定支架前，他的左
脚一度内弯达90度，根本无法走
路。
以前，医生要动这种骨头的
矫正手术，可能得直接开刀纠正
脚骨，但手术既有风险，变形的
脚骨又可能再长歪。两年前，竹
脚妇幼医院引进了一种无须割骨
的泰勒空间骨外固定支架（Taylor
spatial frames），可以利用支架的
受力慢慢矫正畸形的骨骼，去年
更是利用3D打印技术，精确地在
手术前打印出病患的骨骼，让医
生模拟手术，提高矫正准确度，
也缩短手术时间。
阿迪尔（Muhammad
Adil Firzan）的母亲哈密达
（Hamidah，50岁，家庭主妇）
怀着阿迪尔到第七个月时，被验
出血糖过高，胎儿可能超重，超

阿迪尔的左脚去年动手术之前，几
乎是90度内弯，按照他的骨骼打印
出来的3D模型，让医生更准确地安
装固定支架。（竹脚妇幼医院提供）

医生去年为阿迪尔安装泰勒空间骨
外固定支架，得插入几根钢针，再
套上两个钢环，慢慢地把骨头纠正
过来。（竹脚妇幼医院提供）

声波也看不到胎儿的脚。阿迪尔
出生时3.5公斤重，双脚已经变
形，再加上脊椎也不好，他从小
双脚虚弱，几乎无法走路，出门
上学都要坐轮椅，在家则是用爬
的。
由于担心他在学校上厕所会
跌倒，他穿尿片上学直到11岁。
医生在去年10月为他安装了
支架后，双脚的内弯基本上已经
纠正过来，他的双脚也因为骨骼
得以伸展而长了一公分。现在，
他终于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走10
多步。多年来穿过无数双特制矫
正鞋的脚，也第一次套上了普通
的运动鞋。
他父亲塞尼（Saini，56岁，
德士司机）感慨地说：“孩子有
病，我们寸步不离，替他换尿

片、擦伤口，现在看到他终于慢
慢好起来了。”
竹脚医院每年治疗50个新的
四肢骨骼畸形病例，其中10％
的情况较复杂，骨骼在三个平
面——冠状面（coronal plane）、
矢状面（sagittal plane）和轴面
（axial plane）都畸形发展，在这
种情况下，3D打印技术就能派上
很好的用场。
医生通常会用断层扫描或磁
核共振扫描出病患的畸形骨骼，
在电脑模型上制作出三维模型后
再打印出模型。之后，医疗团队
就能根据模型，选择适合的植入
物，预先找到正确的纠正位置。
矫形外科顾问医生蓝凯业受
访时说：“阿迪尔的左脚在手术
前几乎内弯90度，如果直接在脚

国大医院停药试验成功首例
陈劲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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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患有慢性B型肝炎用药
长达27年，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院的停药试验让免疫系统自然
排毒，三个月后不治而愈，成为
本地首个停药而愈的成功病例。
印度尼西亚籍商人阿瓦洛丁
（Arfan Awaloeddin，49岁）1992
年被诊断患上B型肝炎，必须每
天服药，也试过注射药物。由于
是慢性病患，他得终身用药，以
抑制病毒，避免肝衰竭。
今年2月，他参加国大医院展
开的“停止用药”临床试验，这
项测试仅适用于体内病毒量较少

的病患。
在试验下，病患停止所有口
服与注射药物，每四周做一次检
查，结果经过四个月的时间，阿
瓦洛丁体内的B型肝炎表面抗原
（HBsAg）全消失了。HBsAg是感
染B型肝炎的标记，这意味着，
他已经痊愈。
阿瓦洛丁说：“现在我不用
再花钱买药，也不会怕忘记吃药
了。”
国大医院于今年1月30日展开
停药临床试验，为期三年，目前共
有23名B型肝炎病患参加。阿瓦洛
丁是第一个在试验中痊愈的病患。
这项试验仅适合体内HBsAg

阿迪尔（右二）现在不仅能站起来走几步，最近还生平第一次穿上了普通的鞋子，摆脱昂贵的特制纠正鞋。右
一是矫形外科顾问医生蓝凯业，左一和二是他的母亲和父亲。（李佳颖摄）

上安装带有钢环的支架，前后两
个钢环可能相互碰触，有了3D模
型，我们就能模拟钢环该怎么安
装才不会互相磨损。我们用六个
小时安装支架，要是没有3D模
型，可能得至少八个小时才能做
完手术。”

打印3D模型材料费
只需10至20元
竹脚医院采购了3D打印机，
打印一套模型的材料费是10元至
20元，无须额外向病患收费。蓝

凯业说，如果是去外面找公司打
印，得花费上千元。
阿迪尔的医药费获得保健基
金资助，各类器材的费用则由竹
脚医院的基金资助。
蓝凯业也指出，如果不采用
这种渐进的方法来纠正畸形，而
是动手术把骨头硬“掰”过来，
对皮肤、神经和血管都会造成风
险，而且还在发育期的小病患，
日后骨骼还可能继续歪着长。
曾停学两年的阿迪尔去年
底小六会考后接受矫正手术，

为 了 固 定 支 架 ，他 的 双 脚 必 须
插 入 七 八 根 钢 针 和 钢 丝 ，卧 床
四个月，期间得靠父母细心擦拭
伤 口 避 免 感 染 ，之 后 再 套 上 石
膏 一 个 月，现 在 则 戴 着 矫 正 器
（braces），并接受物理治疗。蓝
凯业估计，阿迪尔可能得一直戴
矫正器到16岁。
钢针插入双脚后，父亲塞尼
说儿子一度疼得紧握双拳，但阿
迪尔说他不怕疼。现在念中一的
他告诉记者：“我对地理和数学
感兴趣，以后想当老师。”

患肝炎27年男子“不药而愈”
少于每毫升100国际单位（IU／
ml），而且没有肝硬化、肝癌或
其他疾病的B型肝炎病患。院方
仍在征召符合条件的病患，直到
填满150个名额。
国大医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
顾问医生林成义教授是负责试验
的研究员。他昨天在记者说明会
上说，停药是为了启动身体的免
疫系统去探测并抵抗病毒，对体
内病毒量少的病患或可成为可行
方案。
他说，刚开始停药时，病毒
会短暂增加，但这是正常的，在
免疫系统起到作用后，病毒便会
消失。
“病患长时间服药，病毒被
抑制了，身体就认不出病毒。要
是突然停药，身体就会发觉病毒
是外来物体，便会攻击它，自然
排毒。”
不过，林成义强调，只有经
过严格筛选的病患可试行停药，
而这类病患属少数，因此不建议
其他B型肝炎病患擅自停药，以

免病情复发，若想停药，必须先
请示医生。

停药试验将扩展至其他医院
他说，有意参加试验者可联
络国大医院，而这个试验今年内
也会在陈笃生医院、新加坡中央
医院，以及樟宜综合医院展开。
停止用药有助于慢性病患减
轻经济负担，根据国大医院，B
型肝炎其中一款获津贴药片“替
诺福韦”（Tenofovir）在公共医
院的售价是，一颗9元至10元，
病患每个月的药钱估计要300元
至350元。
阿瓦洛丁说，他每年花在购
药和身体检查与扫描的费用估计
要4000元，长年累月，医药费花
了超过10万元。
阿瓦洛丁（右）是本地首名在临
床试验中停药而痊愈的B型肝炎病
患。国大医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顾
问医生林成义教授强调，只有病毒
量较少的病患才能停药。（庄耿闻摄）

成立两个月破230多宗骗案
电子案件小组三警员获表扬
黄贝盈

速读狮城
声称遭四人袭击抢劫
两男子疑报假案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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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商业事务局的电子商务
诈骗执法及协调小组，成立两个
月就侦破逾230宗电子商务骗案和
逮捕26名嫌犯，三名组员昨天获
颁警察总监团体表扬奖。
警察总监表扬奖昨天下午在
高级警务官员会所举行，由警察
总监云维德颁发共40个团队表扬
奖以及七个高度表扬奖。另有五
名公众因促进警方及邻里关系而
获表扬，表现杰出的邻里警局也
获颁奖项。
其中一组荣膺团体表扬奖的
是来自电子商务诈骗执法及协调
小组的助理警监伊沙（33岁）、
助理警监黄宝莹（31岁）和高级
警曹长刘庆基（42岁）。
小组成立于去年11月，专门
负责侦查电子商务骗案、分析这
类案件的犯罪形势以及与各大网
购平台合作，多管齐下加强防范
骗案。
在刚成立的两个月，这个小
组和其他部门警员合作展开行
动，迅速侦破超过230宗骗案并逮
捕26名嫌犯，高效打击居高不下
的电子商务骗案。
伊沙受访时说，为期两个月的
行动主要针对屡屡犯案的诈骗团
伙。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小组曾接

警曹长凯鲁（左起）、助理警监伊沙、助理警监黄宝莹以及高级警曹长刘
庆基获颁警察总监表扬奖。（陈来福摄）

到56项针对同一人的租车骗案通
报，涉及款项达1万2620元。
他忆述，嫌犯不停更换住所
隐藏行踪，他和组员花了三天追
查他的下落，顺利在突击检查一
间酒店时把嫌犯逮个正着。
小组至今已经侦破涉及逾20万
元的500多宗电子商务骗案。伊沙
指出，骗子较常抛出的“诱饵”包
括售卖演唱会或景点门票、电子设
备、出租车辆或住家等。
警方持续通过不同管道教育
公众慎防电子商务骗案，但数据显
示去年这类骗案较前年增加11.4个

百分点，因此他也再提醒公众切勿
掉以轻心，抱着“试一试无妨”的
心态付钱，结果因小失大。
南洋邻里警局警曹长凯鲁
（29岁）则获颁高度表扬奖。去
年10月28日凌晨2时许，他休班期
间注意到一名男子站在组屋楼下
的集装箱周围行迹鬼祟，对方一
看见他就拔腿狂奔。
凯鲁追了他200米左右将他
制伏，表明身份后问出他原来是
要偷走铜线去卖，而且相信是惯
犯，凯鲁因此将他交给值班巡逻
警员绳之于法。

两名男子疑报假案，
向警方声称他们被袭击和
遭抢劫，目前正接受警方
调查。
根据警方发出的文
告，警方是在本月8日约凌
晨12时，接到两名分别为
26岁及45岁的男子报案，
指他们在大士西通道（Tuas
West Drive）遭四名陌生男
子袭击和抢劫。
裕廊警署警员调查后
发现，两人的报案口供多
处有出入。
初步调查显示，两人
涉嫌向警方报假案，并谎
称他们是一起袭击及抢劫
案的受害者。警方于是对
二人展开调查。
警方提醒公众，报假
案或给警方提供假资料是
违法的，因为警方可能对
假情报展开调查，但其实
可更好地运用资源，应对
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故或罪
案。
根据刑事法典第182节
条文，提供假情报给公务
员，若罪成可被判监禁长
达一年，或罚款5000元，
或两者兼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