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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牙可以让脸变小”历
来在坊间流传，尤其是不少女
明星都坚称自己的脸变小是
因为拔过牙，而不是通过削骨
之类的整容途径，让不少人都
信以为真，认为拔牙真的能够
瘦脸。

近日，高晓松在微博上晒
出了一组自己拔智齿的图片，
其中三张为画风迷醉的自拍
照，并配文：“永别了，智齿。”

引起网友们的讨论。“自拍可
真妖娆”“隔着脸都替智齿感
到痛”“49了还长智齿的高老
师”……不过，其中瞩目的莫
过于一个叫“丁香医生”的专
业健康类博主评论：“从正面
来看，正畸治疗时，拔牙并不
会让脸变小。”这一波无情的
科普引来众网友的围观，并留
言称：“这科普碎了多少想通
过拔牙瘦脸的少女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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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拔牙引热议，拔智齿能成“小V脸”？牙医提醒：

通过拔牙来瘦脸是不可能的

我们拔牙实际上是在看
病，通过正规的医生做出
正规的诊断治疗，那才是

最规范的一种方式。”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胡潇潇

“拔牙可以让脸变小吗？”
近日，这个问题又被大家关注
起来。原来，前不久高晓松在
微博上发布了一组拔智齿的
照片，而某健康博主评论拔牙
并不会让脸变小。那么，拔智
齿或者矫正牙齿对脸型到底
有没有影响呢？真的能通过
拔牙来让脸变小吗？口腔正
畸专业、四川省第一届口腔预
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
院成都分院科学园院长周国
清告诉记者：“对大多数人来
说，拔掉智齿对脸型不会产生
变化，不过矫正牙齿后会对脸
型产生变化。”

网友热议
拔牙到底能不能改变脸型？

成都市民肖潇今年28岁，一
次牙龈肿痛后发现长有四颗智
齿，医生建议全部拔掉，但肖潇只
拔掉了左侧下面的一颗智齿，“拔
牙后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左边
的脸好像是比右边小了点。”

实际上拔智齿对脸型的改
变作用并不大。对于肖潇的情
况，周国清解释到，这是因为肌
肉软组织的改变，两侧咬肌的
肌肉不平衡，“尤其是脸型比较
婴儿肥的人，拔了一边的智齿
之后，可能会出现两边脸型不
对等的情况。”

周国清举了个例子：“我们
的颌骨就好像家里面的橱柜，

你在橱柜里挖了一个水槽，对
橱柜本身并没有影响。”不过，
周国清也表示，确实会有少数
人因为拔智齿而导致脸型有细
微改变，“这是因为拔牙过后，
肌肉软组织会有一些改变，有
的人会出现一些肌肉萎缩现
象，但这实际上和你拔不拔智
齿是没有关系的。”

“你想，拔了智齿的一侧牙
齿咬合变好了，日常进食中，你
的咀嚼重心就会放在拔过智齿
的一侧，久而久之，脸型就会改
变。”周国清强调到，这种脸型
的改变和智齿没有关系，而是
由于咀嚼习惯发现了变化。

脸型的改变和智齿没有关系

矫正牙齿能改变人的脸型

专家科普

虽然拔智齿不会对脸型产
生变化，但矫正牙齿却能够一定
程度让面型有所改善。

周国清表示，举个例子，从
面型上来看，下颌前突的，也就
是我们熟称的“龅牙”。这种情
况，在矫牙的时候，我们医生会
建议拔出四颗牙，通过这种矫
正，前突的面型就会往后缩，然
后回到正常的脸型。人如果牙
不整齐、或者龅牙，视觉上是很
明显能看出来的，但你矫正后，
牙齿变整齐了，下颌也不‘突出
’了；咬合关系变好了，两侧咀
嚼功能也更均衡了。长时间以
后，多少会对脸型有一些改

变。如果是几个月没见的朋
友，不夸张的说，可能都以为你
去微整形了。”在周国清的病人
名单里，做矫正牙齿后被误会
做了微整的患者还真不少。“成
年人正牙，如果是拔过牙、做过
牙齿矫正的，70%的人都会有一
种“微整”的效果，比起原来的
面型，都会有好的改善。”

不过，周国清表示，从专业
角度来讲，绝不倡导通过拔牙来
瘦脸，这是一个绝对的误区和谣
传。“我们拔牙实际上是在看病，
通过正规的医生做出正规的诊
断治疗，那才是最规范的一种方
式。”

日前，中信银行发布零售银
行品牌新主张——“信守温度”，
志在打造“有温度”的零售银行
品牌。

据了解，中信银行零售银行
此次新品牌发布聚焦在“做有温
度的银行”的定位上，并将这一
品牌定位内嵌到零售银行各个
产品线中，让柜台服务、贵宾服
务、私人银行服务和手机银行、
财富管理、出国金融等产品线在

“信守温度”的品牌定位下，焕发
新鲜活力，给予不同场景的用户
以周到的服务与体验。

“中信银行希望通过专业周
到的服务帮客户节约宝贵的时
间，让客户把这部分从银行节约

出来的时间用来与家人相聚，与
朋友欢聚。也让客户把银行传
递的温馨与愉悦传递给更多的
人。”中信银行零售银行部有关
负责人表示。

以中信银行战略大单品出
国金融为例，在“要出国 找中
信”的基础上，再度发力使客户

“在任何远方的国度，都将有家
的温度”。围绕该品牌理念，中
信银行联合多国使馆推出的英
国“如意签”、法国“随行签”等
业务，都将帮助客户不用花时
间往返于签证中心，在家门口
的银行网点，使馆签证官就能
帮客户留指纹，办理签证业务。

（沈婷婷）

打造客户极致体验
中信银行提出零售品牌新主张“信守温度”

周国清建议到，大部分的
智齿都应拔除。“智齿的位置
一般都长得不好，容易对前面
的牙齿有挤压影响，或者引起

冠周炎或者间隙感染等。很
多人长了智齿就会出现这些
情况，那么从专业牙医的角
度，建议大家尽早去拔掉它。”

智齿该不该拔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