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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防他人贴近 改装车辆属非法
骑士或自食其果

‘勿忘我’歌台昨再登场　2500人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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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40岁男人
半数会有勃起困难

　新版阳痿药：伟哥ODT

邓伟坚 报道 tangwk@sph.com.sg

　　在1998年登场的伟哥，多年来已
是许多男士解决勃起障碍的药物。现
在患者有了多一个新的选择，那是入
口即溶的新版本－伟哥ODT(Viagra 
ODT）。
　　专长于男性健康问题的陈国权
医生说，在口里溶解的伟哥ODT，药
物被身体吸收的情形，与需要用水吞
服的普通伟哥药片是一样的，药物仍
是流到消化系统里被吸收，就像我们日常的
饮食，吃进嘴里后就进入肠胃，被消化系统
吸收。
　　他说：“有些病人告诉他伟哥ODT更快
起效用，但目前尚无科学论据证明入口即溶
的药效更快，不过，病人有此回馈，我也为他
们高兴。”
　　陈医生说，服用伟哥的很多是忙碌的执
行人员和专业人员，新药对他们而言，是更
方便。他举例，有一个病人平日非常忙，多在
开出回家途中服药，须备有一瓶水，现在丢
进口里就行了。另一病人表示，他常在与妻
子用晚餐时，半途溜进厕所用自来水吞服，
现在随时放进嘴里就可。
      在东南亚区，目前只有在新加坡可在诊
所药房买到伟哥ODT，须经医生配药方才
可。伟哥ODT的副作用和普通伟哥一样，建
议有勃起障碍的男性先与医生讨论再购用，
千万不要擅自去购买来历不明的冒牌仿制
药，以免不利健康。
      陈医生说，服用伟哥，空腹时比较好，饱
餐一顿后油腻的食物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建
议行房前至少半小时使用。

　　陈医生说，过了40
岁的男人，半数会面对
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
原因不一而足，但主要
是血管的问题。
　　吸烟、患糖尿病、
高血压症及高血脂病
人较易有勃起障碍的
问题，那是因为患这些
病的人，血管的状况不
佳，当阴茎里的血管欠
佳，血液的流通就没
那么顺，阴茎里的海绵
体不充血，阴茎就勃不
起来。
　　年长男人较多有

前列腺 肥大、睾丸素
（雄激素）低的问题，
这些是导致年长男性
较易不举的因素。
　　然而，年轻人也可
能有不举的困扰。陈
医生说，他诊治过一名
年轻男子，夫妻两人正
计划生育，一天，妻子
正好是排卵日，受孕率
高，但男子因整天工作
到精疲力尽，行房时怎
也无法举起，隔天，无
法勃起的阴影笼罩，结
果就真的不举，后来服
用伟哥才重拾信心。

可溶口中　服药不用找水

▲陈国权医生▲入口即溶的新伟哥－伟
哥ODT(Viagra 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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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岛多处会有雷阵雨。
最高温34摄氏度，最低25
度。每小时风速10到20公
里。截至早上10时，24小时
PSI是58点到69点，3小时
PSI是57点。属中等水平。

　　上午较迟时分和下午时
间会有雷阵雨。最高温34摄
氏度，最低24度。每小时风
速10到25公里。

雷阵雨

　　受保于终身健保计划后，是否应放弃原
有的私人综合健保计划？基本的终身健保是
否足以应付庞大医药费，而无须购买最新推
出的划一综合健保计划？
　　这些都是出席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讲解会的公众，存在最多疑虑的问题。
　　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推出的
第二系列终身健保讲解活动共15期，每期在
不同社区举行。
　　昨天的讲解会由《联合早报》《联合晚
报》《新明日报》和UFM100.3联合主办，麦
波申公民咨询委员会和麦波申民众俱乐部管
理委员会协办，并获得卫生部鼎力支持。
　　讲解活动在麦波申民众俱乐部举行，解
答居民问题的包括麦波申区议员陈佩玲。
　　不少公众关注上周新宣布的划一综合健
保计划（Standard Integrated Shield Plan，
简称Standard IP）。有了这项计划，目前只

投保终身健保的国人，可以有一个额外的保险
选项，入住只有四个病床、装有冷气和电视机，
并能选择医生的B1级病房。另外，涵盖A级病房
或私人医院的私人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简称IP）投保者，也有一个转买保
费较低廉的私人保险计划的选择。卫生部建议
考虑投保划一综合健保计划的国人，针对个别
情况咨询财务顾问和寻求建议才做决定。

　 　 改 装 电 单 车 不 合
法，骑士或自食其果。
　　资深律师阿莫勒星
指出，根据法律，车主
不能随意改装汽车或电
单车，否则当局有权对
他们采取行动。
　　另外，他也指出，
汽 车 保 险 中 也 明 确 注

明，只涵盖未改装过的
车辆，所以如果汽车或
电单车经过改装后发生
车祸，保险公司有可能
不作出赔偿。

　　现年59岁的黄翠华对学习一直很感兴趣，
但碍于很年轻就踏入社会工作并且得照顾家庭，
一直没机会完成到大学修读的心愿。但高龄重返
校园的她，如今已考获儿童学前教育大学学士文
凭，并在今年1月开始修读硕士学位。
　　在学前教育中心担任校长的黄翠华，昨天出
席了人民协会属下妇女执委理事会举办的“提升
技能，改变未来”讲座与展览。对于年纪这么大
才修读大学学位，她说：“虽说这是一项挑战，
但它是一个让我感到愉快的挑战。”
　　“提升技能，改变未来”讲座与展览，让约
650名妇女执委会会员和公众通过讲座与在场妇委
会“分享之友”的协助，了解自己如何通过报读
未来技能课程提升技能，为日后能重返职场或转
换职业做好准备。
　　活动主宾教育部代部长（高等教育及技能）
王乙康致词时强调，女性在现今社会扮演着重要
角色，并认为若要在社会上取得男女平等，大家
都得有所付出。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
致词时也说，国人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与知
识，才能跟得上变化的步伐，为未来做好准备。

划一综合健保

终身健保
讲解会 公众关注

终身健保讲解活动昨天上午在麦波申民众俱乐
部举行，为居民解答的有麦波申区议员陈佩玲
（右起）、电台UFM100.3主持人洪菁云，及《联
合早报》卫生线记者叶伟强。（《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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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为防止他人贴近，电单车
骑士竟在后轮安装两片“尖刀”，
引起网友热议。
　　有网友日前在面簿群体上载
了两张照片，显示一辆电单车骑
士在后轮挡泥板装了两个刀片，
并表示让人心惊。
　　“在新加坡工作，行驶第二
通道的朋友，请小 心这辆电单
车，为什么要这样做？塞车的时
候要小心，不要碰到他，这种人

很自私。”
　　从照片发现，刀片呈三角形
状，长约五公分左右。
　　网友认为，一般相信，电单
车骑士安装刀片，主要是为了不
让其他电单车骑士靠近，否则就
会被铁片刮坏电单车或轮胎。
　　对此，许多网友厉声斥责，
指骑士没有公德心，做法自私自
利。
　　网友丁友明说：“总有一天
伤到别人，再 不幸就自己被割
到。”
　　网友佐伦则表示：“别人也
是不小 心才撞到他吧！有必要
以这样‘高难度’的武器来保护
吗？”另一人则说：“难道他在关

口就不会撞到人？电单车那么密
集，稍微撞到是很平常的。”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凡事
不能只看表面，电单车骑士会那
么做，也许另有原因。
　　“或许我们不知道他被撞了
几次，白花了多少冤枉钱。有骑电
单车的人应该都知道，在关卡被
撞后有几个人停下等你，再赔你
钱？”

网友反应两极

电单车后轮装‘尖刀’
律
师
：

　　电单车骑士安装了两个
三角形的“尖刀”，有网友认
为太自私。（取自面簿）

　　尽管业内人士希望当局能延迟需缴付额外买家
印花税的期限，但不少发展商对于项目买气表示乐
观，认为无需大幅度降价就能售出单位。
　　新加坡置地总经理黄升达告诉《商业时报》，
在豁免缴付额外买家印花税（ABSD）期限到达前，
他们不打算降价出售旗下项目的单位，期限到来时，
料也不会有任何剩余单位尚未出售。
　　新加坡置地手上还有第10邮区的Mon Jervois
及Pollen&Bleu，红山的Alex Residences为售完。如
果在个别期限于今年2月至12月到达后，还有尚未售
出的单位，发展商就必须缴付含利息的10％额外买
家印花税。
　　城市发展发言人则表示，有信心在明年期限到
达前，售出所有Jewel@Buangkok、Bartley Ridges
和The Venue Residences的单位。毕竟，这些单位
位于地点好的邻里，而且总量少。
　　高纬环球研究主管李敏雯指出，发展商若是有
几百间单位尚未售出的大型项目，在价格上下功夫以
推动买气是难以避免的。

　　李美花议员台上分享，
自己也曾照顾患失智症的家
婆。
　　义顺集选区议员李美花
昨晚出席“勿忘我歌台”，台
上与公众分享自身经历，也
表示曾接触过失智症病患与
家属。
　　李美花接受受访时表
示，她曾照顾患上失智症的

家婆，因此能理解病患家属
所经历的过程。
　　“我家婆患有失智症，
她有一次拨电给我们，说我
家翁正在来我们家的路上，
不过我家翁已经过世……，
所以我们才发现她患病。”
　　李美花表示，对失智症
病患，最重要的是对他们有
耐心，尝试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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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玲　摄影

　　“勿忘我”歌台再登场！71岁歌坛
“长青树”黄清元压轴高歌，吸引2500
人捧场，台上坦言：“活跃不怕失智
症”。
　　由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
和邱德拔医院联办的第二场“勿忘我”
歌台，由丽星娱乐制作承办，昨晚7时
在义顺81街第838组屋前举行，通过轻
松的歌曲及幽默主持，向观众宣导失智
症。
　　“歌台一哥”王雷及“千面才女”
林茹萍昨晚携手主持，近2500名公众
捧场。两人妙语如珠，在诙谐的谈话内
容，不时带出失智症问题，让公众在欢
笑声中增添对失智症的认识。
　　除了两位当红主持人，歌星阵容也
强大，包括“长青树”黄清元、歌台
“首席美女”刘心玲、“福建歌后”林
诗玲、新星朱慧真，朱珈谊和郑巧儿，
以及马国歌手李骐亨和杨丽莎。
　　高龄71岁黄清元告诉记者，他曾接
触过一名患失智症的印尼歌迷，让他倍
感心痛。
　　“歌迷家人带他到现场看我演出，
我看他患病前后的变化，觉得非常心
疼，大家都放慢说话速度来配合，能参
与‘勿忘我’演出，非常有意义。”
　　黄清元也坦言，他非常活跃，因此
不担心患上失智症。　
　　“我在各地登台演唱，记歌词时脑
子也不断活动，所以并不担心。” 

　　歌台全程网上直播，观
众逾1万2000人。
　　丽星娱乐制作执行总
监陈志伟昨晚将歌台演出
放上网络，通过现场直播，
让更多人观看。
　　前后三小时的歌台直

播，共吸引逾1万2000网民
观赏。
　　另外，连氏基金在现场
招募公众成为“失智症之
友”，吸引大约50人报名，
反应比首场来得更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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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照顾失智症家婆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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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元台上献唱四首
歌，与王雷逗趣互动
引来全场爆笑。

昨晚的“勿忘我歌
台”再次由王雷及
林茹萍主持。

李美花现场与公众欢乐互动。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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