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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校园越漂亮学生越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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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搞卫生又脏又累又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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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家务活一般轮不上孩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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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担心学生劳动遇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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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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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吃苦耐劳精神丢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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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校的校园保洁工作由清洁工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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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得最深的!*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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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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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糜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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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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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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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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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海口市蓝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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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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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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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之道

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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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哪些疾病对人类危胁最
大! 哪些疾病对老百姓生活影响最
大! 哪些健康误区最让人迷失! 从
$!

月
$%

日起 "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
院陆续推出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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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之 $最% 大盘点" 对事关百姓健康
的疾病进行权威盘点" 并请专家指
出解决之道"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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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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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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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 去年体检时报告有妇科
炎症"已经采取了积极治疗"为什么今
年又会有"是不是体检结果有误! %家
住海口秀英的刘小姐最近一直愁云满

布"在位子上常常坐立不安&原来这段
时间她发现刚$治好%三个月的阴道炎
又发作了"格外瘙痒"白带增多"有时
甚至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今年
!'

岁的刘小姐已婚未育"去
年前她检查到有念珠菌阴道炎"断断
续续地看了一年"但每隔几个月就复
发一次"每次去医院都做白带常规等
检查"但医生只是开药和冲洗"叫她
注意个人卫生"注意饮食等&

刘小姐说"她本人平时很讲究卫
生的"饮食方面也是一样"没有抽烟喝
酒的习惯& 现在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过
年了"这个病搞得她无所适从"想赶在
年前把病治好"舒舒服服地过个好年&

名医点评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中心主任

胡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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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将到来" 相信很多人正
在筹备度假计划' 出游( 探亲( 购
物)*可是" 女性朋友" 有没有考
虑趁着岁末年初" 找点时间解决自
己的健康问题!

一直以来" 妇科炎症都是困扰
女性的常见病( 多发病" 主要包括
阴道炎( 宫颈炎( 宫颈糜烂( 盆腔
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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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年女性一生中要患
上一至两次妇科炎症&

需要提醒的是' 有不少女性朋
友因为工作繁忙( 生活压力大" 加
上讳疾忌医的传统观念" 对反复发
作的妇科炎症总不以为意& 炎症轻
者容易被忽略" 继而迁延不愈形成

顽固的慢性炎症" 严重的甚至有可
能造成输卵管堵塞引发不孕&

在门诊中经常可以遇见类似刘
小姐病情反复发作的例子&主要的原
因是患者治疗+见好就收%"治疗不彻
底&一般治疗阴道炎都需要一定的疗
程"而瘙痒等症状的改善往往在用药
后
$)!

天就很明显了" 因此许多女性
就以为自己已经痊愈"为此没有在医
生指导下去医院进行复查&

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女性在出
现外阴瘙痒等不适的时候" 并不积
极去医院治疗" 而是自己随便买些
药用" 这是非常不对的&

因人施治 中西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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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妇科炎症的常见原因是 '

女性生殖系统经常会感染各种炎症"

出现外阴瘙痒( 阴道充血( 白带量
多( 尿频( 尿急( 尿痛( 下腹坠胀
等症状" 往往反反复复&

目前采用 +药物
*

物理 %的个性
化综合治疗方案在治疗阴道炎(宫颈
炎(盆腔炎(附件炎等领域处于技术
前沿& 具体来说是首先明确检查"确
诊感染类型(确定致病菌以及是否存
在合并感染&第二步是积极治疗引起
妇科炎症的其他疾病" 消除易感因
素& 第三步'采用合适的药液在院内
冲洗"改变阴道的酸碱度"抑制致病
菌的生长繁殖&第四是采用高科技设
备"高效药物"结合短波(雾化等物理
手段"针对病灶部位进行消炎"高效
杀菌"消除病症& 从而将药物治疗与
物理治疗相结合( 中西医相结合"全
方位辨证治疗&

小时拯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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