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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可防可控！
宫颈癌可防可控！
年轻人
轻人，
，你应该知道
付东红

在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居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第一
位，而要实现宫颈癌的早发现和早治疗，三级预防是主
要措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副教授、医学博士陶
霞说，宫颈癌可防可控，对于 HPV 相关疾病如宫颈癌
和癌前病变的预防宣教应该从年轻人开始，在大学生中
开展安全性行为和宫颈癌三级预防知识的健康倡导有着
深远的意义。
子宫颈是位于子宫下部的柱状结构，上与子宫体相
连，下接阴道，是女性内生殖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宫颈也是唯一与外界直接相通的女性内生殖器官。
宫颈通过阴道与外界相通，便于检查和治疗。原始
的鳞状上皮-柱状上皮交界和生理性鳞-柱交界之间的
上皮细胞，也就是“移行带”是宫颈癌的好发部位，是
宫颈癌筛查时采集宫颈脱落细胞的部位，也是阴道镜检
查需要重点关注的部位。

宫颈癌是“潜伏”高手
子宫是女性月经产生的场所，也是胚胎和胎儿生长
发育的地方。作为子宫的“门户”，正常的宫颈结构和
功能在保护女性内生殖器免受感染、保证经血顺畅流出
和保障生育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宫颈受卵巢功能的影响而发生周期性变化并分泌黏
液，排卵期的宫颈黏液稀薄，有利于精子通过；非排卵
期宫颈黏液少而黏稠，在宫颈管内形成黏液栓，不利于
精子和致病微生物通过。
由于妊娠后子宫不断增大，宫颈则保持关闭状态，
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来保证胎儿的生长发育。
分娩期宫颈变软扩张，宫口开大，使得胎儿能够经阴道
娩出。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妇科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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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相关。宫颈癌好发于宫颈移行
带的上皮细胞。正常宫颈上皮细胞通常经历癌前病变阶
段，再进一步转变成癌细胞。
宫颈癌是善于“潜伏”的高手，宫颈发生癌变的过
程通常需要数年至十数年不等的时间。值得庆幸的是，
并非所有宫颈癌前病变都会发展为宫颈癌。
宫颈癌的危害程度有多大？宫颈癌轻者可致丧失生
育能力，重者危及生命。所幸的是，宫颈癌的三级预防
体系逐渐成熟，能够通过干预减少危害的发生。我国自
2009 年广泛开展“两癌筛查”的宫颈癌筛查就是希望通
过筛查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对宫颈癌前病变及时
有效的治疗可以预防宫颈浸润癌的发生。
那么，宫颈癌有哪些临床表现呢？早期宫颈癌通常
没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变的发展，可以出现以下症
状：（1） 阴道出血。早期大多是接触性出血，如同房出
血等；中晚期常常不规则出血。年轻患者可表现为经期
延长、经量增多；老年患者常为绝经后阴道出血。（2）
阴道排液。多数患者有阴道排液，液体为白色或血性，
可稀薄如息肉水样，有腥臭味。晚期组织感染坏死，可
有脓性恶臭白带。（3） 晚期症状是癌灶累及周围组织会
出现不同的症状，如压迫或累及输尿管时，可引起输尿
管梗阻、肾盂积水及尿毒症；晚期可有贫血、恶病质等
症状。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 持续感染，是宫颈癌
发 生 、 发 展 最 重 要 的 致 病 因 素 。 HPV 病 毒 是 一 种 小
DNA 病毒，主要侵犯宫颈鳞状上皮的基底层细胞以及
位于宫颈移行带的化生细胞，直接的皮肤-皮肤接触是
最常见的传播途径。
目前已知的 HPV 基因型别有 100 多种，其中 40 种
以上的型别和生殖道感染有关，而大约有 15 种型别的
HPV 具有致癌性。根据其引起宫颈癌的可能性，被分为

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 HPV 与宫颈癌及高级别鳞状
上皮内病变有关，低危型 HPV 则与生殖器疣及低级别
鳞状上皮内病变有关。高危亚型中 HPV16 和 18 型与宫
颈癌及癌前病变的关系最为密切。
研究表明，吸烟是 HPV 感染和宫颈癌发生的高危
因素，且吸烟越多，相关性越强。虽然戒烟人群的 HPV
感染清除率明显上升，但还是低于非吸烟者人群。因
此，控烟对于预防 HPV 感染和宫颈病变的发生有着重
要的意义。
熬夜和过度劳累影响自身免疫，不利于 HPV 感染
的 清 除 。 锻 炼 与 规 律 作 息 是 HPV 感 染 清 除 的 保 护 因
素，这可能与提高了机体免疫水平有关。

随着宫颈癌三级预防和宫颈癌“三阶梯”诊断模式
的普遍开展，宫颈癌正在逐步被攻克。宫颈癌有成熟的
治疗方法，包括手术 （宫颈锥切、不同范围的子宫切
除）、放疗和化疗等。
宫颈癌的预后与临床期别、病理类型等密切相关。
Ⅰ期宫颈癌的 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80%以上，Ⅱ期宫颈
癌 5 年生存率可以达到 60%以上，Ⅲ期和Ⅳ期宫颈癌 5
年生存率分别不足 40%和 15%。总而言之，早期宫颈癌
预后好，晚期特别是Ⅲ期和Ⅳ期宫颈癌预后较差。
宫颈癌三级预防中的一级预防主要是指接种 HPV
预防性疫苗。顾名思义，是能够预防一种或多种亚型
HPV 感染的疫苗。二级预防主要是通过筛查尽早发现癌
前病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筛查的覆盖率以及筛查技
术的有效性。三级预防即宫颈癌前病变的治疗。
综合进行一级、二级及三级预防的干预可以帮助降
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需要警惕的是，宫颈癌和癌前病变不是中年人的
“专利”，正在不断年轻化。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年轻宫
宫颈癌治疗以手术和放疗为主、化疗为辅。需要
颈癌患者约占同期宫颈癌患者的 15%～20%。研究表
根据患者的临床分期、生育要求、全身情况等综合考
明，宫颈癌和癌前病变与女性过早开始性生活密切相
虑，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关。对于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来说，如何保护自身，获
手术主要用于早期宫颈癌患者，对于中晚期和全
取相关的健康保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宫颈癌的三级
身情况不适宜手术的患者，以及术后病理检查发现有
预防中接种 HPV 预防性疫苗的一级预防推荐接种年龄
高危因素的患者，宜采用放射治疗。化疗常作为放疗
是 9-26 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7 年 4 月印发、实施
增敏以及术前“新辅助化疗”，旨在缩小肿瘤病灶， 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中，明确提出
争取手术机会。
开展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的要求。

曲桂林
全球听力解决方案供应商瑞士索诺瓦集团旗下的峰
力公司，近日推出了名为“奥笛·神采”的世界首款双
耳蓝牙直连各种智能手机的全新助听器。借助无线蓝牙
技术，可以让助听器瞬间变为无线蓝牙耳机，从而突破

声音传输的疆界。
据介绍，该助听器配备最新的 3.0 版全时声感追踪
系统，实时运用超过 200 种不同模块智能混合配置，自
动追踪分析周围的声音环境，精准识别所处的环境；同

时新增的音频分类识别功能，可识别正在播放的音频内
容，让听障人士可随时享受高品质音频节目；适应压缩
及立体声聚焦和双耳语音互传技术，不仅使嘈杂环境下
聆听更轻松，也让言语理解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应用基础部副教授王硕博
士表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听力障碍者，他们对助
听设备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对助听设备生产行业的创
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智能设备的无障碍连接，
是助听设备发展的重要趋势。创新的听力技术为听障人
士创造了无障碍生活环境，他们可以便捷、轻松地使用
智能手机、收看电视节目、外出旅行，从而有效地提高
生活品质。

推拿绝技“八把半锁”疗法
周
有着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推拿，是中医的三大主要
治疗手段之一，推拿手法在一代代中医人手中不断发扬
光大，传承至今，成为救人救命之良方。而“八把半
锁”疗法就是推拿绝技之一。
“锁”字被比喻为人体不同部位的关卡或开关，中
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莫不由气血滋养，而气血之所以
能在人体循环不息，主要是借助于经络循行，经络通行
的要道一旦受阻，即锁闭，则气血运行失常，形成气滞
血凝，引起疾病。气为血帅，血为气母。锁闭则气先
闭，气不行则血凝。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八把半锁”
所处位置特别，通过“开锁”可以加速血液循环，改善
局部血供；还可以加快新陈代谢，促进机体对致痛物质
的吸收和镇痛物质的释放，提高痛阈，减轻疼痛；同时还
可以缓解局部肌肉的痉挛，修复受损伤的肌肉，恢复肌肉
的弹性，逐步恢复脊柱力学平衡等。
近年来，湖北省中医院推拿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

晶

赵焰教授及其团队潜心研究“八把半锁”疗法，通过整
理现代和古代的文献资料，走访民间传人，逐渐将“八
把半锁”疗法这一民间瑰宝收集完整，用于临床治疗，
扩大了治疗范围，并开展相关科学研究。譬如，青龙锁
位于颈肩交接的斜方肌处，左右各一把。拿揉青龙锁，
可解决落枕、颈肩部疼痛、头晕手麻等问题，治疗神经
根型颈椎病、落枕等疗效显著。返魂锁在腋窝处，左右
各一把，分前、中、后三关，依次定为大定、返魂、后
亭。拿返魂锁，手臂会有麻痹感，通常开返魂锁可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上肢麻木症状，也可以用来治疗胸闷憋
气、咳嗽气喘、胸胀满、乳腺增生等疾病。白虎锁位于
大腿根部，左右各一把。拿白虎锁，可以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腰肌劳损、腿部的酸麻胀痛，还可以治疗男科
和妇科疾病。紫金锁位于脐下腹部腹直肌下段，左右各
一把。拿此锁，可治疗诸如痛经、月经不调、不孕等妇
科疾病。总锁只有一处，位于会阴，此处刺激性强，常

管理餐后血糖
患者因移动医疗获益
喻京英
在我国，超过 80%的新诊断Ⅱ型糖尿病患者伴有餐后
血糖升高，但近半数患者餐后血糖未能达标。在近日举办
的“关注慢病健康中国—Power+中国餐后血糖优化管理项
目”2018 年项目总结会暨 2019 年项目启动会上，中华医学
会糖尿病学分会教育与管理学组组长郭晓蕙教授表示，自
Power+项目开展以来，医生对于血糖管理质量得到提升，
患者的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达标率都有
明显的提升，达标率比之前提高 150%。同时，坚持监测
餐后血糖的患者比例从 30%左右提高到将近 60%。患者的
餐后血糖管理因移动医疗而获益。
Power+中国餐后血糖优化管理项目于 2016 年正式启
动。该项目突破传统糖尿病管理模式，创新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智能终端技术手段，推动糖尿病管理进入“移动
健康管理”时代。
截至目前，我国已推动 700 多家综合医院开展院内外
餐后血糖优化管理，参与项目地区覆盖全国 33 个省份，其
中包含 400 余家县级医院，占医院总数 60%，该项目向县
级医院的深度发展，使基层医生与患者对于餐后血糖的重
视程度提升尤为明显，医患双方对餐后血糖的认知和监测
习惯都有明显改善。
移动医疗灵活方便，为医患双方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平
台，使二者间关系更加紧密，弥补了门诊就诊在时间和频
率上的局限性。
据介绍，2019 年，该项目将继续开展，聚焦于糖尿病
患者餐后血糖的优化管理，积极探索多部门合作、全社会
参与的健康促进模式，为中国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人群提供
集诊断、治疗、监测、教育于一体的全面解决方案。

如何预防和治疗宫颈癌？

宫颈癌有哪些治疗方法？

首款双耳蓝牙助听器直连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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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急症。
如今，“八把半锁”在临床上的运用越来越多，不
仅通过“开锁”治疗上述疾病，还将“开锁”用于治疗
很多内科疾病以及瘫痪疾病的功能康复，效果颇佳。
（作者系湖北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

生病鼻腔要“洗澡”
常

工

最近天气寒冷，有些人不是打喷嚏，就是流鼻涕，到
医院检查后被告知鼻炎犯了。医生给患者开了治疗鼻炎的
药，还开了瓶鼻腔冲洗液，让其每天冲洗鼻腔。治疗鼻炎
的过程中，冲洗鼻腔是必要的吗？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医师张虹提醒，鼻腔生了病，不要只服药治疗，还需
要给鼻腔“洗澡”。
其实，在人体的呼吸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自我防卫
系统，如果它无法正常运作，呼吸道就会产生病变，出现
鼻炎、鼻窦炎或支气管炎等。这个防卫系统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鼻腔内的纤毛运动，它通过鼻腔黏膜的黏液纤毛从前
向后的运动，把吸入鼻腔内的有害物质输送到鼻咽部，再
通过口腔排出。
但是当鼻腔有炎症时，鼻腔内的分泌物增多，自我防
卫系统的输送功能忙不过来了。这时就需要配合使用鼻腔
冲洗的办法，快速清洁鼻腔，以恢复鼻腔的正常功能。
常见的鼻腔冲洗器有两种，一种流水量大，冲洗力度
也大，对鼻腔的脓涕有很好的清洁效果，不足之处是使用
不当会被水呛到。另一种喷出的水是雾状，喷洒范围广，
力度柔和，适用于儿童，并且有滋润功能，对鼻干有干痂
者疗效不错。
鼻腔冲洗时注意用口呼吸，不要用鼻呼吸，否则会被
水呛到。另外，鼻炎患者也可以用无碘盐加入纯净水或白
开水配置冲洗液，水温控制在 37 摄氏度至 40 摄氏度之间。
鼻腔冲洗器要专人专用，以免造成交叉感染，每次使用后
用清水冲洗后晾干。当鼻腔有损伤或流鼻血时，不要进行
鼻腔冲洗。

老了就糊涂
记性差是正常现象？
孔令栓
日常生活中，中老年人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健忘、说
话颠三倒四的情况，而这些往往被认为是“人老”出现的
正常现象。但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专家
闫长祥提醒，有一种脑瘤导致的中老年人记忆力减退、下
降是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
大脑记忆的基础是 1000 亿个神经元细胞。神经元是一
种特殊的细胞，有成千上万个触手，各个神经元的触手相
互通连，形成一个庞大的神经回路，就类似于电脑内存条
里的电子回路，只不过人脑比电脑要复杂得多。当发生脑
肿瘤时，神经元受到进行性破坏，神经回路受阻，就会产
生记忆障碍。
引起中老年人记忆减退的原因很多，如：心理问题、
老化、精神衰减、脑变性疾病、脑血管疾病、神经精神疾
病、躯体疾病等。最常见的是大脑萎缩导致的记忆力减
退、下降，因此，从中年以后记忆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
渐衰减，被很多人理解为正常现象，是大脑皮层逐步萎缩
的结果。
专家提醒，也正是由于脑萎缩是老年人的常见病，肿
瘤并不多见，因此老年病人很容易将肿瘤性表现误诊为脑
萎缩。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若在一段时期内记忆减退十分明
显，表现比较严重，以致儿女不识，外出回归找不到家
门，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和年龄也记不清，这就有可能是器
质性脑病的表现了，应该前往神经科作做颅脑 CT 或磁共振
检查，以及早明确诊断，作出相应的治疗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