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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医生：
陈笃生医院牙科诊所
受训专科医生方律琳和林丹

　　问：接受牙科护理时，可能
碰上哪些风险或问题？
　　答：接受牙医护理治疗后，
大部分患者可能会感觉到一些不
适，例如清除牙结石（scaling）
和打磨（polishing）后，牙齿可
能暂时变得比较敏感；接受根管
治疗后，可能感觉一些疼痛；拔
牙则会导致轻微流血。

第一次中风后

应密切监控坏胆固醇水平

　　（新华社）美国研究人员日
前在加州安纳海姆举行的美国心
脏病协会年会上发布研究指出，
在经历过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或者
中风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应密
切监控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
度脂蛋白的水平，并继续服用降
脂药。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偏高可能
引发动脉硬化，堵塞血管。
　　美国山间医疗中心的研究
人员收集了自1991年1月1日到
2013年12月31日，在山间医疗
中心管理的22家医院内因首次
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入院的病人数
据。研究人员追踪并对比了其中
6万多名患者的信息，这些患者
的平均年龄为66岁，其中65％
为男性。
　　研究员发现，自首次患病后
三年没回医院复诊，也没监控
低密度脂蛋白的病人死亡率为
21％，而监控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的病人死亡率只有5.9％。出院
后继续服用降脂药他汀类药物并
监控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患者遭
遇心脏病发作、做支架或搭桥之
类血管重建术等事件风险更低。
　　领导研究的山间医疗中心的
科克·诺尔顿指出，这项研究再
次强调了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
降脂药的重要性。继续服用药物
不仅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水
平，还能显著降低再次患病的风
险。医生在患者回访时，应为他
们检测低密度脂蛋白，患者也应
该与医生就此充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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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酒言欢，自古以来是生活
雅兴，更是社交不可少的象征。
小酌怡情，能让人身心放松开怀
畅谈；然而一旦豪饮过度，就会
导致酒精中毒。酒精中毒的症状
包括晕眩、作呕和意识不清。严
重酒精中毒甚至会造成昏迷或死
亡。长期酗酒也可引发营养失
调、肝硬化或衰竭、消化道功能
失调、胰脏疾病、高血压、心脏
衰竭、脑或神经受损，甚至增加
患上胃肠道、胰脏、肝脏和乳腺
等癌症的风险。酗酒也会造成忧
郁、睡眠失调、家庭或感情纷
争，甚至丢失工作。醉酒开车也
是致命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因
此，我们必须更清楚喝酒为何危
害健康，要怎么喝才算适量。

酒后脸颊泛红患癌风险更高
　　酒精会对大脑产生作用，使
人感觉轻飘飘，舒缓紧张情绪，
心情变得畅快。不过酒精进入体
内后须要被分解成不同成分，
才得以排出体外。其中一种称
为“乙醛”（acetaldehyde）的

成分会造成脸颊泛红。乙醛需要
“乙醛脱氢酶”（acetaldehyde 
d e h y d r o g e n a s e  2 ， 简 称 
ADHL2）分解代谢，先天体内
缺乏ADHL2的人喝酒后乙醛囤
积体内，所以特别容易脸红。先
天性ADHL2缺乏的概率与种族
基因有关，以新加坡的情况来
说，每四个华族就有一人是这种
情况，马来族人口的比率是3%
至4%，印族人口几乎完全没有
ADHL2缺乏的现象。乙醛除了
会使脸颊变红，也是一种致癌
物，经常豪饮的人患癌风险普遍
较高，而酒后脸颊容易泛红的
人，患癌风险就更高了，因此这
些人士应该尽可能避免喝酒。  
　　饮酒量怎么算适中，其实因
人而异，取决于个人的体质和喝
酒习惯。对酒客来说，男性每日
饮酒量不应超过两个标准单位，
女性则是每日不应超过一个标准
单位。无论男女都不宜天天饮
酒，一周至少得有一两天是“无
酒精日”。至于喜欢在周末夜晚
喝酒狂欢的派对一族，每次饮酒
量女性不宜超过三个标准单位，
男性不宜超过四个标准单位。
　　酒精标准单位含量怎计？一

个标准单位的纯酒精含量是10
克，而10克纯酒精究竟是多少
容量呢？那就得看不同酒类的
酒精浓度了。打个比方说，啤
酒的酒精浓度通常是5%，一罐
330毫升的啤酒，酒精含量是13
克。红或白葡萄酒的酒精浓度是
14%，一瓶750毫升的葡萄酒就
含有七八十克的纯酒精；但是同
为一瓶750毫升的烈酒如威士忌
或白兰度，酒精含量就高达300
至350克了（见附表）。此外，

酒精其实也含有高热量，过度摄
取酒精容易发胖，也会增加糖尿
病和高胆固醇风险。

戒酒对健康起着效益
　　酒精对营养不良、超重或有
多重病症的人尤其伤身，所以这
组人士应该尽可能别喝或少喝。
患有肝脏疾病者如肝硬化、B/C
型肝炎或脂肪肝患者不可沾酒。
妇女在怀孕或哺乳期间也要戒
酒，否则酒精会对胎儿或哺乳的

婴儿产生毒性效应。正在服药的
人也应该分外谨慎，最好向医生
或药剂师请示是否须要在服药期
间戒酒。
　　如果你是酗酒者，现在想戒
酒并不会太晚。决心要戒的话，
没有办不到的事。戒酒往往会
对健康起着立竿见影的效益，
无论是血压、肝脏功能、消化、
专注力、营养状况，甚至是工作
表现或人际／家庭关系都会有所
改善。只不过有些人可能会经历
酒精戒断症状，轻微症状包括颤
抖、失去食欲、胃不适、头痛、
心悸、失眠或轻微焦虑；严重的
话则会发烧、大量出汗、妄想、
暴躁、意识混淆。一个长期习惯
经常饮酒的人在减少喝酒或完全
戒酒后，头六到八小时内会开始
出现戒断症状，五到七天后就渐

渐恢复正常。不过要提醒的是，
酒精戒断症状可大可小，习惯喝
酒的人在戒酒期间如果出现戒断
症状，应该找医生求诊。
　　最后要补上一笔的是，尽管
过度饮酒对身体的伤害不小，也
有些观察性研究发现，健康状况
良好又没有病症的人士，如果一
天摄取不超过一个单位的酒精，
死亡风险要比完全不喝酒的人低
一至三成。至今尚无明确研究成
果证实哪种酒对健康更有益，但
一些研究报告建议，一日一小杯
红酒，有助于降低心脏病风险，
红酒内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抗
凝物质都益于健康。
　　不过，怎么说都好，健康还
是要靠定期运动和均衡饮食来维
持。如果为了改善健康而喝酒喝
上了瘾，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小酌怡情，大饮伤身

牙科护理与治疗：　　从补牙、洗牙和打磨，到较复杂的拔牙、根管治疗和

植牙，牙医提出的建议和治疗，你是否一一听从？

　　无论接受什么医疗处理，都应该清楚个中风险，有时

甚至应该寻求第二次诊断。陈笃生医院两名牙医受访解释

牙科护理与治疗的风险，以及进行任何治疗前，应该询问

牙医的10道问题。

　　接受任何牙科护理治疗，尤
其是较大型的手术前，不妨向牙
医问个仔细，确保自己了解整个
过程。
　　这些问题包括：
1.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牙科治疗？
目的何在？
2.过程历时多久？间中会做些什
么？
3.有哪些风险或并发症？
4.会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吗？

为什么？
5.成功率有多高？
6.除了这个手术，是否有其他适
合的治疗方法？
7.万一手术效果不如预期理想，
最坏情况是什么？
8.复原需要多少时间？
9.复原期间是否只能摄取流质饮
食（liquid diet）？大约多久？
10.费用多少？能否动用保健储
蓄（Medisave）支付？

　　幸运的是，牙科护理治疗一
般不会出现并发症，就算有，一
般也容易处理。
　　我们最常碰到的并发症，就
是为严重蛀牙的牙齿补牙时；大
型蛀洞大多非常靠近牙齿神经，
所以用电钻去除不健康牙周组织
时，神经可能因此坏死，结果必
须进行根管治疗，以便去除坏死
的神经。
　　不幸的是，就算为了保护或
留住牙齿而进行治疗，也不一定
百分百成功，所以出问题的牙齿
可能最终还是必须拔掉。

植牙和拔智慧牙风险较高
　　问：有哪些牙科治疗的风险
较高，进行前应该仔细考虑清
楚？
　　答：风险多高，一般要看个
别患者的情况，以及手术有多复
杂，所以必须个别和牙医讨论。
一般来说，只要交由经验丰富的
牙医进行，治疗的风险不会太
高。
　　风险可能较高的是牙科手术
如植牙和拔除智慧牙，因为牙齿
神经可能受损，结果导致下巴或
下唇的皮肤麻痹。
　　另一属于较高风险的牙科治
疗是复杂的整形（cosmetic）
或重建手术。有些人可能因为
牙齿变色、错位或脱失而须绑
牙、植牙、漂白或使用瓷贴面
（veneers）。部分处理过程可
能须找专科牙医或经验丰富的家

庭牙医，以免失败或处理不当。
　　答应接受护理前，除了考虑
牙医的专业意见，也要清楚自己
是否觉得不安。植牙或矫正护理
可能需要至少数个月，或甚至一
年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要有一定
耐心和坚持。

应做“知情选择”
　　问：牙医提出任何治疗时，

你应知道的事

一般会提供哪些资讯？
　　答：牙医一般会针对患者的
牙科问题，解释不同的医疗方式
及相关风险、费用和长处，并提
供专业推荐。
　　患者如有任何疑问，一定要
问个仔细，也要考虑其他医疗
方法，才能做出“知情选择”
（informed choice）。此外，患
者必须了解有何风险和效益，以
免产生误会或不切实际的期待。

听取多一名牙医意见
　　问：什么时候应该再找一位
牙医做第二次诊断？
　　答：如果觉得第一次诊断之
后，还是有些疑问未澄清，不妨
听取多一名牙医的意见。特别是
治疗方法相对复杂的时候，患者
必须多了解自己的牙科问题以及
其他治疗方法。大多数医生都知
道第二次诊断的价值，也会鼓励

举棋不定的患者咨询其他牙医。

医院不同专科牙医
可提供更全面护理
　　问：牙科护理应该找医院牙
科牙医，还是牙科诊所牙医？
　　答：在医院里，专科领域各
异的牙医有机会合作，患者接受
较复杂的治疗时，提供更全面的
护理。例如植牙手术一般由牙
周病专科医生（periodontist）
和 假 牙 修 复 学 专 科 医 生
（prosthodontist）合作。
　　患者如果同时有其他健康问
题如心脏问题，或是正在接受癌
症治疗，接受牙科护理时可能有
其他考虑因素，所以必须在医院
接受治疗。在医院接受护理，有
利于医疗和牙科小组的沟通，也
有助患者听取双方建议。
　　其他考虑因素包括：等候时
间以及医疗费用。

请教牙医10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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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酌怡情让人身心放松，豪饮者则会酒精中毒。（路透社）

返璞归真
　　喝酒为何危害健康？要怎么喝才算适量？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应《早报·乐活》邀请

推出“返璞归真”系列，劝请公众重过简朴生活，把握自己的健康。
（系列五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