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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金垦路上! 车辆快速通过积

水路段! 给正在行驶中的摩托车 "洗

了澡#$ 市民怒斥部分司机开车经过

积水路段不减速的行为 "太缺德%$

本报记者张毅摄

!

海口城西路朝金盘方向的路口积水有两尺深!阻断了交通$ 一辆轿车冒险强行通过$ 本报记者汪承贤摄

小偷凌晨趁暴雨溜进小区盗窃被抓
民警提醒市民雨天加强防盗措施

车过积水不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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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快餐文化也
向疾病诊疗方面入侵! 许多女性因为羞
涩或心存侥幸! 出现状况时! 自以为是
地诊断后便自行购买药物治疗! 结果是
盲目自诊延误了病情"

这里说一个我在临床上遇到的一个
典型病例# 患者阿玉 $化名 %! 今年

+%

岁! 在海口从事旅游业& 阿玉婚姻一直
不顺利! 谈了多次恋爱也没结婚& 去年
开始! 阿玉感觉白带增多! 例假也不正
常湿& 身体发出了健康预警! 但阿玉不
急不燥& 她想自己是不是经常在外面跑!

工作劳累所致& 后来! 她抽空到医院检
查! 诊断是宫颈炎& 可阿玉心里觉得不
少结过婚或有过性生活的妇女都有这个
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 自行买了一些药
吃有点好转就不管了&

从上个月开始! 阿玉阴道分泌物增
多! 外阴瘙痒并伴有腰酸及下腹部坠痛&

此外! 她出现了尿急' 尿频等症状" 前
不久! 阿玉来妇科门诊体检时! 根据其
有多位性伴侣的经历! 医生建议其做阴
道镜细查" 报告结果显示 (宫颈重度糜
烂)& 报告出来后患者不相信! 又去了几
家医院复诊! 都得出同样的诊断&

门诊中!类似阿玉这样的病人并不少
见& 阴道炎'盆腔炎'宫颈炎虽说是小小的
炎症!但如果不彻底治疗!会致使病情转
为慢性& 有研究显示!在已婚女性中!

*%,

-.%,

有不同程度的阴道炎和宫颈炎& 许
多妇女最初患的只是普通的阴道炎!只要
在发病之初能正确治疗!就不会导致病情
恶化而带来不必要的痛苦&

其实 ! 宫颈癌 ' 乳腺癌 ' 卵巢癌
**这些病看起来好可怕! 不想被它们
吓到! 更不想被谨小慎微的防病措施搞
得头昏脑涨& 其实! 一些妇科疾病无需
付出太多! 只要持之以恒! 一些简单的

做法也能收到好的效果& 可悲的是! 多
数女性对宫颈疾病知之甚少! 不该治的
病瞎治! 该治的却又选错了疗法&

此外!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很多女
性在治疗的过程中容易走入两个误区 !

一是症状突出才就医+ 二是经常自我药
物治疗! 不进行规范治疗& 这样的想法
是错误的& 治疗妇科炎症的用药有讲究!

患者一定要科学系统地接受治疗& 但在
临床治疗中! 大部分在症状缓解后就不
再进行巩固治疗! 尤其是盆腔炎! 不规
范治疗将发展成慢性盆腔炎& 对于慢性
盆腔炎患者可采用口服中药' 中药外敷'

中药保留灌肠' 理疗等综合治疗! 可取
得较好的疗效&

想了解更多的阴道炎症 " 宫颈炎 "

宫颈糜烂 "盆腔炎 "附件炎等妇科疾病

的防治 # 请读者直接拔打名医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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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

嘉博路积水

$海口$琼海$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