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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全球每年约有!"多万女性死于宫颈
癌!以往宫颈癌多发于#"岁左右的女性!医学上
将年龄小于$#岁的宫颈癌患者称之为年轻宫颈
癌患者"但近些年来!临床发现的二三十岁!乃至
十几岁的女性患宫颈癌的人数显著增多!其中还
有相当一部分初诊时已经是中晚期患者"

-./0'123 !"4567

!"

8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宫颈疾病诊疗中心主任
那淑平指出!宫颈癌发病原因众多!目前尚未完
全明了!但公认的诱因则主要包括过早性交)

*"

s¶Ä*

#多性伴侣所致的%&'感染#多生育)

#

U¶Å*

#多次宫腔宫颈操作#营养不良等"

临床医学发现! 宫颈癌的年轻化与开始性
生活太早以及过程不洁有密切关系! 初次性交
年龄越小#性伴越多#性交越频繁!其发病率就
越高" 如果女性初次性交的年龄低于(#岁!患上
宫颈癌的几率则为正常人的)"倍"

那淑平解释说!这是因为少女的宫颈组织细
胞尚未完全发育成熟!比较嫩弱!抵抗疾病的能力
差!对外界致癌和促癌物质敏感!易受致癌因素的
刺激而致病"成年之后!女性生殖道防御系统逐渐

发育成熟!此时才开始具有正常的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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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宫颈癌的发生也可能来源于母亲"

研究发现!处于生育时期的妇女!如果在日常生
活中长期受到某些物理或化学因素刺激! 生殖
细胞发生畸变!她们的后代出生后常易患癌症"

如果妇女在服用某些孕激素含量高的避孕药或
使用雌激素期间怀孕! 其所生的女孩日后发生
宫颈癌的可能性就会比一般女性大"

此外!如果丈夫有两个以上的性伴侣!妻子
存在的患癌危险率也会是正常人的#倍" 有多个
性伴侣的女性宫颈癌发病率比一般妇女高!患
病的危险性与其性伴侣数成正比" 这是因为精
子进入阴道后会产生一种精子抗体! 此抗体一
般要在四个月左右方能消失" 若性伴过多!性交
过频! 则会产生多种抗体! 在短时间内进入体
内!从而干扰了产生精子抗体的抗体反应!故而
易患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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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发生与%&'感染分不开!每)"个

宫颈癌患者就有*个为%&'感染者" %那淑平表
示!%&'

)]ÆÇ¢9È*属乳头瘤家族!是+,-

病毒!具有感染性!使宫颈细胞出现混乱无序的
增生! 发生宫颈癌癌前病变! 最终发展为宫颈
癌" 感染%&'者最常见于年轻及性行为活跃的
人群!高发年龄在!.&!#岁"

如何预防宫颈癌' 那淑平表示!避免过早性
交#杜绝多性伴侣#正确使用安全套都是减少病
毒感染的有效措施"

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是宫颈癌防治的一道关
键$护身符%" 年轻女性一旦开始性生活后!就应
该每年进行一次宫颈细胞学检查" 一般提倡有$

年以上性生活或!.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妇女每年
进行一次细胞学检查!尤其是宫颈重度糜烂#接
触性出血# 宫颈湿疣的高危妇女人群更应注重
筛查"

那淑平建议! 以下人群最好每隔!&$年进
行一次妇科防癌检查()/岁以前有性生活#性生
活频繁紊乱#多次生育#患性病#宫颈炎症和糜
烂#性生活后阴道出血#绝经后阴道有分泌物者
尤其是血性分泌物#0#岁以上虽没有任何症状
者都应定期做常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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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季常见食物中毒的致病细菌中! 沙门
氏菌最为常见!可通过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
和苍蝇传播" 患者食用遭沙门氏菌污染的过夜
食物#隔餐食物后!会出现腹部绞痛!通常排便
后会有所缓解!严重者会出现发热等症状"

其中!伤寒#副伤寒甲#乙#丙沙门氏菌可引
发伤寒#副伤寒!主要侵袭儿童和青壮年!多发
于夏秋季" 病人和带菌者的大小便中带有伤寒
杆菌!通过水以及食物#手#苍蝇等经口传染给
健康人"

沙门氏菌平均潜伏期是)!&)0天! 主要症
状为发热#头痛#全身不适#食欲减退#腹胀#便
秘和轻度腹泻" 专家指出!伤寒#副伤寒治疗不
彻底或不及时!容易形成慢性带菌者!造成更大
范围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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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性大肠杆菌分为侵入型和毒素型两
类" 前者引起的腹泻与痢疾杆菌引起的痢疾相
似!一般称为急性痢疾型)后者所引起的腹泻为
胃肠炎型!一般称为急性胃肠炎型" 例如!今年
侵袭欧洲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可引发腹绞痛#

腹泻#发烧#呕吐!可发展为血便"肠出血性大肠

杆菌在人体内潜伏期为$&/天! 大多数人感染
$&0天即发病!).天内康复!但约有)1)"的感染
者腹泻几天后继发少尿或无尿的急性肾衰竭#

溶血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 病情严者可发展为
重的溶血尿毒综合征!其病死率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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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痢疾是我国夏秋季节常见病! 由痢
疾杆菌引发!症状为发冷#发热#腹痛#腹泻#排
黏液脓血样大便" 需要注意的是!$岁以上患儿
起病急!容易发生急性中毒性菌痢!表现为突然
高热#发热#腹泻#腹痛#反复惊厥#嗜睡#昏迷!

迅速发生循环衰竭和呼吸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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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知名度很高! 每隔几年就要出来祸害
人间"霍乱弧菌可导致霍乱#副霍乱等烈性肠道
传染病!死亡率极高" 人感染霍乱弧菌后!潜伏
期可由数小时至#日!以)&!日为最常见" 多数
患者起病急猛!起初突然腹泻!继而呕吐" 一般
无明显腹痛!大便非常频繁!表现为淘米水样大
便"患者往往出现酸中毒及尿毒症的初期症状!

心动过速!心律不齐!严重者血压下降!神志不
清!进入脱水虚脱期!表现为四肢冰凉#肌肉痉
挛或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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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要让肠胃少$发脾气%!要从饮食卫生入
手!别让病从口入" 广东省中医院消化科主任陈
延指出!凉菜#冰镇西瓜少吃为妙!腹泻后吃白粥
加盐别放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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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温度比较高!人们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食
品来消暑!像凉菜#冰镇西瓜等" 这些$冷%的食品
进入胃部后!容易引发胃部泛酸#胀痛等症状" 另
外!夏季气温高!细菌繁殖快!一些人喜欢去路边
大排档喝生啤#吃小吃纳凉!如果这些地方的饮食
卫生条件不达标!也很容易引发腹泻或肠胃疾病"

吃坏了肚子!疼痛难忍!但往往排便后就不
那么疼了" 专家指出!腹泻不是拉完就算!要及
时护理受损的肠胃"呕吐量比较大时!病人往往
因体液流失过多而出现乏力#口干等症状!需要

及时补液" 补液可采取口服或者静脉注射两种
方式" 如果腹泻程度一般!最好喝点淡盐水"

腹泻后身体乏力#食欲不佳!该吃些什么' 现
在一些小$胖墩%无肉不欢!家长怕其体力不能恢
复!便煮肉粥给孩子吃" 专家指出!肉粥会加剧肠
胃负担"此时肠胃因炎症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水肿!

如果吃肉菜! 会加重病情! 因此腹泻后两至三天
内!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不妨喝点白粥!加少许盐"

陈延说! 腹泻后可以选用)"&)#克番石榴
叶来泡水喝! 或煮水喝" 番石榴叶是一种止泻
药!对泻痢腹痛#食积腹胀有很好的疗效" 番石
榴叶比较清香!带点甘甜!小孩服用时可加入少
量的糖!对药性也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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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烹调食物!要做好杀菌处理!因为肠道

致病菌多怕热" 以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为例!它可
在3!&#"!的温度中生长! 其最佳生长温度为
$3!" 加热#烹煮!使食物的所有部分至少达到
3"!以上时可杀灭该菌" 另外!讲究进餐卫生!

饭前便后要洗手!避免生食蔬菜!水果要洗净再
吃!夏季不吃隔夜餐!隔餐吃务必彻底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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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如果感冒
患者坚信某种安慰疗法能起作用! 即使
他并没有采用真的治疗方法! 安慰疗法
也可以帮助他尽快痊愈" 治疗感冒的安
慰疗法包括喝鸡汤#吃维4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
究人员在最新一期+家庭医学纪事*上报
告说!他们选取了3)*名感冒患者!并安
排他们或服用草药治疗感冒! 或服用安
慰剂!或什么也不服" 结果发现!服用安
慰剂的患者由于坚信他们服用了药物!

平均比什么都没有服用的患者早!天半
痊愈! 而服用草药的患者平均比什么都
没有服用的患者早)天半痊愈"

研究人员指出! 只要感冒患者坚信
某种安慰疗法! 即使是喝鸡汤或者是吃
维4!也能帮助他们痊愈" 这项研究支持
了医学界一种说法! 即对治疗的信心和
感觉是至关重要的" 在慢性疼痛# 抑郁
症#炎性疾病甚至癌症的治疗中!安慰疗
法都能显现一定作用"

研究人员建议人们在感冒时吃好睡
好#多喝水!以帮助自己尽快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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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一项新研究成果显示! 高血
压患者补充牛奶蛋白和大豆蛋白有助于
降低血压"

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
人员近日在学术刊物+循环*的网络版上
报告说! 他们选取$#!名高血压患者!将
其分成$组!分别每日服用0"克牛奶蛋白
补充剂# 同样数量的大豆蛋白和碳水化
合物补充剂"

连续服用/周后!研究人员发现!服用
大豆蛋白补充剂的患者!其收缩压降低了
!毫米汞柱! 服用牛奶蛋白补充剂者的收
缩压降低了!5$毫米汞柱" 而服用碳水化
合物补充剂的患者!其血压没有下降"

此前有研究发现!收缩压降低!毫米
汞柱!意味着因中风致死的风险减少6"!

因心脏病致死的风险减少0"" 美国目前
有近3#""万高血压患者!他们患心脏病#

中风和肾损伤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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