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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糜烂 导致不孕 谨防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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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是女性内生殖器的一部分! 如果感染上细菌"病毒#或是外伤创伤#子宫颈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医学上把女性

子宫颈附近发生的各种病变称为宫颈病变! 子宫颈病变是常见的妇女疾患#例如宫颈炎"宫颈糜烂"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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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为严重的就是宫颈癌!

!"#$%&'!"#"$%&'&((!!

宫颈炎! 是女性生殖器官
炎症中最常见的一种! 发病率
高!约占已婚妇女的半数以上"

由于宫颈处于承上启下的位
置!因此 !发生宫颈炎 !就不是

#鸡毛蒜皮 $的小事了 %由于宫
颈炎和宫颈癌的发生又有一定
关系! 这又为宫颈炎平添了一
层恐怖色彩&

临床表现主要是白带增

多!由于病原体'炎症范围及程
度不同! 白带可呈乳白色粘液
状!也可呈淡黄色脓性!有时呈
血性或性交后出血" 炎症扩散
至盆腔时可出现腰部酸痛及下

腹部坠痛" 妇科检查时可见宫
颈有不同程度的糜烂'肥大'腺
体囊肿或息肉" 由于机械性刺
激或损伤'病原体感染'化学物
质刺激等!都可引起宫颈炎"

调查表明! 我国宫颈癌死
亡率占癌症总死亡率的第四
位!占女性癌症的第二位" 宫颈
癌虽然危险! 但从早期的炎症
发展到恶性的癌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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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 根据研究显示!宫颈
癌最开始的一期状态! 治愈率
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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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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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三期还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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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发展到四期只有

,%$

了!所以!定期检查!及时治
疗是非常重要的"

宫颈癌早期几乎没有身体
上不适的感觉! 但到有不规则
出血的情况出现时一般已到宫

颈癌的二期了! 危险性增大了
很多" 目前!宫颈癌的早期发现
技术已经成熟! 成年妇女每年
做一次检查! 有没有病变就可
以一目了然"

子宫肌瘤容易造成贫血和营养不
良!影响月经!导致不孕!产生压迫症
状!严重的会产生恶变"

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妇科肿瘤
之一! 目前的发病率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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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主要由平滑肌细胞增生而成!

其间掺有不等量的纤维结缔组织" 子
宫肌瘤容易造成贫血和营养不良!影
响月经!导致不孕!产生压迫症状!严
重的会产生恶变!危及生命" 因此!患
者不能掉以轻心 ! 在积极治疗的同
时!还应做好家庭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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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工流产

人工流产次数多会导致子宫肌
瘤! 因此夫妻双方应积极采取避孕措
施!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工流产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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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饮食

目前医学上认为子宫肌瘤和雌激
素水平高有很大关系" 因此妇女应该
多吃含蛋白质'维生素丰富的食物" 禁
食桂圆'红枣'阿胶'蜂王浆等热性'凝
血性和含激素高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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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去医院复查

如果发现子宫肌瘤! 一般应
0.1

个月复查一次!如肌瘤增大较明显!出
血严重! 则应及早进行凝固刀微创手
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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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乐观的心态

心情愉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
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压力与不顺
处处存在!所以必须摆正心态!以乐观
的心情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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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肌瘤 保全子宫

其实得了子宫肌瘤也不要害怕!

目前美国技术超导 (凝固刀 $治疗子
宫肌瘤不需要切除子宫& 凝固刀手术
全程由可视系统监控!经自然产道进
入 !对病变部位进行精确定位 !使病
变组织在热凝过程中脱水' 凝固'变
性失活!从而使子宫结构和功能恢复
正常& 整个过程不开刀'不需住院'创
伤小'无痛苦并能保全子宫和生殖器
官的完整性以及和谐的夫妻生活&

发手机短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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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免费咨询 健康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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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海口市文明东路
3$

号门诊四楼

乘车路线"市内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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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到武警医院站下!节假日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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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炎 临床症状 引发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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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 定期检查 尽早治疗

宫颈息肉与宫颈糜烂
有关!由于宫颈长期慢性炎
症刺激宫颈的黏膜!引起增
生!增生的子宫颈黏膜逐渐
自基底部向宫颈外口突出
形成息肉! 息肉呈红色!质

地软而脆!触之易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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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患者缺乏明显症状!

只是医生检查时才发现!即
使有症状大多也轻微!主要
是少量点滴出血' 鲜红色!

或在性生活后少量出血!有

时被误认为是(回经$&

从出血本身来说!宫颈
息肉对健康影响不大!而长
期慢性炎症形成的宫颈息
肉! 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国
外资料报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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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很可能超过这一
数字& 所以一旦发现宫颈息
肉!应积极治疗 !一般以手
术摘除为主& 摘下的息肉应
送病理检查!以排除有否发
生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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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息肉 手术摘除 排除恶变

宫颈糜烂是宫颈炎的
主要表现形式!可有白带异
常'接触性出血或阴道不规
则流血等症状!炎症造成的
白带粘稠脓性!不利于精子

通过宫颈管到达子宫!可以
导致不孕不育&早期宫颈癌
的症状及病变组织的外观
和宫颈糜烂极为相似!一般
用肉眼无法鉴别!只有通过

宫颈刮片做细胞学检查'阴
道镜检查及活组织病理检
查等才能区分& 可见!有些
病灶表面上看是宫颈糜烂!

其实很可能是早期宫颈癌&

所以对于宫颈糜烂应立足
于早发现'早诊断 !以赢得
治疗上的主动& 因此!要防
宫颈癌!不能不从防治宫颈
糜烂入手&

宫颈糜烂与早期宫颈
癌从外观上很难分别 !因
此!医生会为您做宫颈细胞
涂片检查!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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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必要时还要做阴道镜检查
和组织检查以明确诊断&物
理治疗是治疗宫颈糜烂最
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其中
以(利普刀$微创技术的一
次治愈率高 ! 治疗后疤痕
小!有宫颈美容之效果&

(利普刀 $宫颈修复系
统利用电极产生的高频电
磁波聚焦病灶组织!导致蛋
白变性及病变组织细胞不
可逆性坏死 ! 促进组织重
建!改善微循环!从而达到
破坏病变之目的!可以达到
非常精细的手术效果&目前
(利普刀$ 微创技术已经发
展到可视阶段!从而使治疗
更准确'更安全) 该技术治

疗宫颈糜烂' 宫颈息肉'宫
颈肥大'宫颈腺囊肿 '宫颈
粘膜炎等急'慢性宫颈炎症

和尖锐湿疣'宫颈癌前病变
等妇科疾病具有精确 '安
全'恢复快'无瘢痕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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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宫颈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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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精确安全

专 家 坐 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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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疗专业毕业#曾在

北京同仁医院"解放军总医院进修#有多篇论文在国内

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 在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工作多年#

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病症的治疗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子宫肌$腺%瘤"卵巢囊肿"宫颈糜

烂"子宫功能性出血等妇科疾病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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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衣秀穿得多 嘘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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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 &长枪短炮' 对准台上的内衣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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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男女观众比例严重失衡!

本届参展器物多达千件# 比往年多出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