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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年纪，身体三天两头就
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很多老年人
常腿抽筋，有时夜晚抽筋起来，
痛到睡不着，成为困扰。
　　抽筋或肌肉痉挛发生时，身
体的一组或几组肌肉会突然剧烈
而不自主地收缩。抽筋时间长短
不一，有时仅持续几秒钟，有时
长达10分钟。

身体肌纤维随着老化萎缩
　　陈笃生医院老年病学科副主
任陈徽娜高级顾问医生受访时
说，抽筋问题在老年人中比较常
见，而且年纪越大发生的频率越
高，而多见的抽筋的部位是腿
部。她说：“这会影响一个人的
生活品质，因为夜晚抽筋会导致
睡眠品质差和疼痛。”
　　马光保健集团的张宇飞医师
受访时也说，因抽筋问题求医的
患者以老年人居多，而且经常是
在半夜睡觉时抽筋。　
　　陈笃生医院康复医学科顾问
医生罗荣裕解释，当一个人逐渐
老去时，身体的肌纤维会跟着萎
缩和变弱，肌肉的神经反应也可
能变慢，导致他更容易抽筋。至
于为什么肌肉常在夜晚抽筋，他
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患者在白天
时候久坐或久站或姿势不对，导
致腿部肌肉过度劳累，到了晚上

　　陈先生近90岁，心跳不规律而二度中风。当心跳不规时，
血液在心脏内会因紊流而凝固成血块，再跑到脑部动脉内，导
致血管阻塞，即中风。
　　中风的病人很容易患上肺痰，一是长期躺在床上，减少肺
部扩张；二是中风病人经常在吞咽食物时会无意地把食物吸入
肺部；三是很多年长者多是慢性病者，免疫力较弱。
　　陈先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二患上肺痰入院治疗。
　　我们尽了全力，用最强的抗生素，最好的辅助药物，但陈
先生的情况还是每况愈下，并到了一个重要关口。
　　当病重的病人病情恶化，到达一个危险期，我们当医生的
都需要与病人及家属商量，要不要把病人送去加护病房，作深
切治疗，包括用呼吸机替人呼吸、洗肾，用正性肌力药支持病
人的血压等。

老人熬到儿子从国外回来
　　但以陈先生的病况来说，他能复原的机会十分渺茫，送他
到加护病房并没有益处，反而会增加他的痛苦。
　　他的家人有两个要求：
　　第一，他们同意陈老先生病情恶化不送到加护病房，但他
们要求我们继续努力抢救。这当然，我们仍然继续所有医疗支
持。我们并没有放弃陈老先生。
　　第二，陈老先生有个旅居国外的儿子，他很想回来看他爸
爸最后一面，但他最快回国的机票在四天后才能回到我国。家
属们很渴望我们能维持他的生命挨到儿子回来。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照顾陈老先生。但他的儿子能否见
到他最后一面，可以说全是天意。　　
　　很奇妙地，就在过后的两三天，他的病情突然好转。我甚
至认为他可能可以痊愈出院。
　　陈老先生的儿子赶在第四天傍晚时分到达医院，我们整个
医疗团队都为此十分高兴。我们很高兴能完成陈家的心愿。
　　但就在翌日早上5时，我的手机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护士
告诉我，陈老先生心跳突然停止，即是说，他在他儿子从外国
赶回来后12个小时后病逝。
　　从宏观上看，陈老先生的病逝是预料中事。
　　但我们很难理解他的“回光返照”，即是在死前的一两天
病情突然好转。我猜，陈老先生一定很想看到儿子最后一面，
所以他坚决地活到等候儿子回来。

科学还不能证实回光返照
　　我本身也有过同样经历。八年前，我在香港的外婆患上重
病，还未见过我的儿子。我知道她情况后，立刻带我太太及一
岁大的儿子回港看她。
　　到达香港后，我们立刻赶到外婆的家，她十分精神，面色
极好，并准备了一封利是给我的儿子，即是她的曾孙。
　　作为医生的我也认为从外观上看，外婆的病不像舅父们说
的“那样严重”。
　　但原来这只是回光返照。
　　就在翌日，外婆就病逝了。我猜她一直很想看看这个曾
孙，所以坚持到我们回港才病逝。
　　我很多医生同事，也遇过类似经验。
　　西方医学也有这样的描述，叫临终清醒（termina l 
lucidity）。但西方医生们也不能断定它的存在性，或它的科学
性。
　　当然，科学不能肯定的，不代表它不存在，只是说今天的
科学不能证实而已。
　　其实，要看看或探望生病的父母或长辈，不应等到他们病
入膏肓才去，也不需等到他们生病才去。
　　就从今天起，我们应多关心家人及长辈！

韦俊韬
伊丽莎白诺维娜专科中心
肠胃及肝胆专科顾问医生

医生执笔

与你有约
胡雅斤

　 　 新 保 集 团 综 合 诊 疗 所
（Singhealth Polyclinics）主办
的高血压英语工作坊将由资深注
册护士主讲。
　　注册护士将和大家解释高血
压有可能导致的身体危害与并发
症；从较深的层面和参加者共同
探讨如何从改变生活习惯，服用
药物，使用血压监测仪器及运用
各种不同自我保健仪器来操控及

三种药物导致肌肉抽筋
　　罗荣裕医生列出几种有可能
导致肌肉抽筋的常见药物：
·Frusemide：治疗心脏衰竭
·Nifedipine：治疗高血压
·Simvastatin或Atorvastatin：
治疗高胆固醇（但抽筋的副作用
比较少见）

（iStock图片）

才会抽筋。
　 　 此 外 ， 体 内 缺 乏 维 他 命
B1、B5和B6也可能会直接或间
接导致抽筋。某些药物也和肌肉
抽筋有关联。

抽筋一般是缺钙引起
　　陈徽娜医生指出，抽筋也有
可能是身体潜在问题的表现，如
血液电解质失调，肝脏、肾脏、
神经系统或荷尔蒙出现问题。
　　张宇飞医师说，抽筋问题一

般是人体缺钙引起的，有原发性
和继发性的病因，如果是继发性
引起的，比如肾病患者，除了补
钙以外，还要积极治疗原发病。
　　他解释，中医认为肾主骨，
缺钙的主要原因是肾虚。治疗
时，医师会根据患者到底是肾阳
虚、肾阴虚、肾气虚或阴阳两虚
等体质的不同，采不同方法治
疗。
　　“当然，中医也认为肝主
筋、肝藏血。肝血虚，不能濡养
筋骨，导致筋脉失养，筋脉拘急
不通也会出现抽筋。所以，在补
肾壮筋骨的同时加入揉肝，濡养
肝血的药物效果会更好。”
　　张宇飞医师说，芍药甘草汤
是专门治疗腿抽筋的中医药方。
针灸治疗方面，可以局部取穴，
帮助缓解后腿抽筋症状。他说：
“大都穴是脾经的生发之气聚集
之处，有健脾和中的作用，有助
于多种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针

刺大都穴，可以促进钙质的吸
收，进而缓解因缺钙引起的抽
筋。”
　　他说，患者也可以透过钙片
或食品补钙，例如鲈鱼、虾皮、
牛奶、排骨等，与此同时也要
多晒太阳补充维生素D3或口服
维生素D3。最后，加强身体锻
炼，强壮骨骼也是很重要的。 
　　罗荣裕医生也说，饮水量充
足避免身体脱水有助避免抽筋。
食用高钾含量的食物如番茄汁、
柑橘类果汁、牛奶、瓜类、橙和
香蕉也有可能帮助避免脚抽筋。
　　陈徽娜医生说，受抽筋困扰
的人可以透过伸展筋骨和拉筋运
动缓解问题。“那些无法或不想
运动的人，药物也许有一些帮
助，但可能会有副作用。如果抽
筋问题持续发生，患者应向医生
求诊，做检查看体内是否有潜在
问题。”

网上兜售的牙贴片
对人体可能带来伤害

　　老年人常在半夜腿抽

筋，而且年纪越大发生的频

率越高，三位受访的医生和

中医师提出他们的见解和建

议的治疗。

半夜腿抽筋有多重病因

降低血压。借由工作坊，认识与
高血压有关的信息，更有效地照
顾自己的健康。
日期：6月16日（星期六）
时间：早上9时至11时
地点：红山综合诊疗所会议室
费用：入场免费
报名热线：63775225

高血压英语工作坊
（互联网）

　　现在流行给牙齿“换装”。
　　网络盛行销售各种牙贴，数
十元就可预购上排或下排牙贴，
有些连“牙龈”也做得似模似
样，只需黏在原本的牙齿上，就
可以让你拥有一副美白牙齿。
　　一些外国厂商看准商机推出
一些美齿贴套，即做好上排或下
排牙齿贴套，让使用者将整个贴
套套在原本的牙齿上，而且不附

带假牙龈贴，外表看来更自然。

牙贴片如时尚品

无法达到预期使用效果
　　本地资深牙齿修复专科医生
陈希宏指出，牙贴片有如化妆品
一样推陈出新，最新在网上销售
的简易牙贴片或贴套，价格便
宜，材质多以塑料为主，对人体
可能带来伤害与隐患。
　　这牙贴或贴套好比时尚首饰
品，喜欢就买，无需量身定制，
甚至有些人可能使用一段短时期
就丢弃，所以价格才那么便宜。
　　他说：“由于它是很随意地
贴上或套上，不是根据个人的牙
齿大小设计，肯定容易松脱，达
不到预期的使用效果。对于一些
有蛀牙或牙齿疾病的人来说，这
是非常不健康的。原本没有蛀牙
者，可能牙齿会被蛀坏，最后得
做根管治疗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
后遗症。”

　　牙齿在牙槽骨（alveolar-
bone）的连接韧带若因口腔清
洗不干净会出现疾病。牙槽骨是
上、下颌骨包围和支持牙根的部
分，牙槽骨基本依赖包裹它的牙
龈组织来供养，护理不当，牙齿
将报销。
　　陈医生说，由于将原本不雅
观的牙齿给遮掩起来，这样的牙
贴或贴套让使用者感觉良好，因
此习惯长时间贴着或套着，引发
更多牙齿和口腔健康问题，如长
牙石、口臭等等。
　　他指出，新加坡卫生科学局
对牙科材料管制严格，因此本地
较少销售这类现成的牙贴和贴
套。塑料牙贴或贴套容易变质，
颜色也会因平时饮食而逐渐改
变，不像陶瓷牙贴那么经久耐
用。

应购置定制的陶瓷牙贴
　　陈希宏医生说，若要带牙

贴，应选择量身定做的陶瓷牙
贴，价格虽贵一些，但是安全较
有保障，而且贴得服帖牢实。
　　牙贴已是牙齿美容的一种
方式，专为有缺牙、牙齿参差
不齐，或是前排牙齿变色者而
设计，具有修复美容的效果。不
过，牙贴虽然能给人们一口“无
瑕疵”的美齿，但是毕竟是陶瓷
制成的，无法做到100%跟天然
牙齿一样。
　　一排牙贴可占上10至12颗
牙齿，医生将判断病人需要多少
牙贴，上下颚可贴上20颗，每颗
牙贴约2000元，动辄上万元。
　　牙贴是由瓷器制成，能维持

超过10年。病人黏上牙贴后，可
矫正不整齐的牙齿。最重要的是
无须动刀，免除看牙医的恐惧与
痛楚。
　　陈医生以植牙和修复牙齿为
主，常为爱美者进行牙贴护理。
他说：“这是专为有缺牙或是前
排牙齿变色者而设计的，贴片修
复的效果很理想。你也可选择漂
白，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牙齿，但
是有些人即使补白后，牙齿颜色
仍旧不均匀或暗沉，这是因为先
天发育不良或是服用抗生素等造
成的污染，贴片处理是较佳的选
择。”

陶瓷牙贴容易崩裂
　　他说，一些人害怕做矫正治
疗（orthodontic treatment）的
牙箍手术（俗称“绑牙”），一
来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二来造成
饮食不便，因此选择较简易的牙
贴，大概一两个星期，即可完成
量身定制的陶瓷牙贴，非常方
便，减少许多折腾。
　　他说：“陶瓷会崩裂，因此
吃东西时必须留神，例如避免被
汤匙或叉子等撞击，或是吃硬壳
食物而意外碎裂。同时，必须定
期给牙医检查与护理，确保口腔
健康。”

陶瓷牙贴量身定制，根据真牙的颜色配对，材质耐
久。

个人根据需要，可以选择单一牙贴或一整排牙贴，
必须注意平日保持口腔卫生。（iStock图片）

陈希宏医
生：现代
流行的现
成牙贴，
只可当成
牙齿美
容“道
具”。

科学无法说清楚的
回光返照

左起为陈笃生医院康复医学科顾问医生罗荣裕、陈笃生医院老年病学
科副主任陈徽娜高级顾问医生与马光保健集团医师张宇飞。

东方有“回光返照”的说法，西方医学也有这样的描

述，但医生们也不能断定它的存在性，或它的科学

性。当然，科学不能肯定的，不代表它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