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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联合行动
六家违法海鲜排档被强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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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鲜一条街"

!堵"!"疏"结合整治海边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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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海鲜大排档拆除现场

不能生育对很多夫妇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
痛苦$ 但更为遗憾的是# 这些不孕不育患者
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懂得科学的求医方
法# 病急乱投医# 往往因缺乏常识而陷入种种
治疗误区$

病例故事

!我今年都
-)

岁了#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能
有个孩子呢

.

" 澄迈的刘女士结婚六年了# 其
肚子却未见动静# 每当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在一
起幸福开心的样子# 刘女士的心里就会一阵阵
地懊悔% 如果自己当初不重视妇科炎症# 耐心
地坚持治疗# 说不定已有一个宝宝了&

由于家在农村# 刘女士经常要下水田劳
作# 有时遇到经期也忙着农作$ 早在结婚第三
年# 刘女士因不孕去医院检查过# 医生说她有
盆腔炎# 需要治疗三个月$ !我们听村里妇女
说# 女人婚后有点妇科炎症太常见# 大家都
有# 没什么大碍$" 刚开始刘女士还能按时吃
药#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刘女士看症状消了#

以为没有事了# 就停止了治疗$

可不幸的是# 从去年开始# 腹痛' 腰酸'

月经不正常等症状相继在刘女士身上发生$ 刘
女士觉得来应该好好治疗的时候# 医生却告诉
她% !由于起病缓慢# 病情较轻未引起注意#

原先的急性盆腔炎已迁徙成慢性# 不孕与之密
切相关$" 医生再次建议她# 病因已明确# 只
要能坚持规范的系统治疗# 怀孕的可能性还是

比较大的$

专家释疑

妇科炎症不可小觑#

!现在 # 一些妇女对妇科炎症见怪不怪
了# 于是 (太常见) 就成了很多女性忽视治
疗的理由"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妇科炎症而
导致的不孕并不少见$ 已婚妇女中# 不少人
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 如外阴炎' 阴道炎'

宫颈炎' 盆腔炎等$ 如不及时治疗# 妇科炎
症往往反复发作# 久治不愈# 常会引发下腹
隐痛# 腰膝酸软# 烦躁易怒等症状# 甚至会
发生输卵管堵塞# 导致不孕症的发生$ 上面
讲到澄迈的刘女士就是因为盆腔炎导致的输
卵管堵塞导致的不孕$

需要提醒的是# 宫颈炎在已婚女性中发病
率最高# 常表现为宫颈糜烂# 宫颈糜烂如不能
及时查出' 及早治疗# 可恶化为宫颈癌$ 另
外# 不当人流和反复人流也是导致不孕的重要
因素$

据权威机构调查# 原发性不孕症患者的年
龄以

)/

*

-0

岁最多# 占
1/2

$ 其中# 炎症性
因素占

-345,2

# 其中输卵管堵塞占
),6107

#

慢性盆腔炎占
+16*12

$ 因此# 妇科炎症所致
不孕是原发性不孕的首要发病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女性阴道本身不是无菌的
环境#有一些致病菌是条件致病菌#有些糖尿病

患者# 由于免疫机能的下降# 造成了阴道的感
染#导致阴道酸碱度的变化#不利于精子的生存
和活动#引起不孕$ 这是阴道方面的$ 当然不是
说得了阴道炎肯定不孕#只是说不利于怀孕$阴
道炎比较好治#治疗好了还可以继续怀孕$

专家宝典

不孕不育如何少走弯路

引起不孕的原因很多# 女性患病的原因尤
其复杂# 有器质性原因# 有内分泌原因# 有免
疫性问题$ 有些治疗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
的# 而且有些治疗是非常痛苦的# 即使治疗后
正常怀孕# 也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 一旦患有
不孕症# 患者应该有耐心# 做好长期治疗的准
备$ 有数据表明# 明确诊断后# 经过积极治
疗# 多数患者是可以治愈的# 千万不能急于求
成# 半途而废$

除此以外# 有些不孕不育患者# 在一家医
院检查' 诊断后# 总是不放心# 生怕医生有错
诊或漏诊# 于是总喜欢多跑几家医院# 多看几
个医生# 诊断结果一致了# 才放心$ 这样做按
说也无可厚非# 但需要提醒患者的是# 诊断病
情时可以多跑几家医院# 多看几个医生# 但当
开始治疗后# 应该遵循一条原则# 即在一段时
间内# 相对固定某个正规医院' 某位医生就
诊# 不要太频繁地更换$

如果短期内看到治疗无效就急于更换医院

和医生# 那么新接诊的医生对你的情况又需要
一个从头了解的过程# 甚至以前做过的化验'

检查# 会要求重新做# 有时连治疗过程都是相
同的# 这就难免造成重复和浪费# 还容易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对于女性生殖道感染# 重点在于预防# 在
平常生活中要注意保健$ 首先要注意经期卫
生# 勤洗勤换内裤+ 其次是情绪要稳定# 保持
心情舒畅# 去忧悲# 防惊恐+ 另外要定期进行
妇科检查# 例如白带常规检查' 妇科

8

超等#

至少半年
+

次$

如读者想了解更多的无痛人流! 意外怀孕!

阴道炎! 宫颈炎! 宫颈炎糜烂! 盆腔炎等妇科疾

病防治及科普知识 $ 请直接拔打名医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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