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吸虫病

可致不孕

�������今年 27 岁的小慧婚后 6 年

一直没有生育。 最近， 她肚子开

始慢慢隆起， 这可把一家人乐坏

了。 丈夫带着小慧到医院体检，

医生告诉他， 小慧并没有怀上宝

宝， 腹部肿大是血吸虫病捣的

鬼， 小慧多年不孕也与血吸虫脱

不了干系。 这让小慧立刻想起了

自己在 9 岁那年不幸感染上血吸

虫病， 由于治疗及时很快就痊愈

了。 但她搞不懂， 自己明明已经

治愈了血吸虫病， 为什么还会影

响到自己婚后生育宝宝呢？

专家解释， 是血吸虫病让小

慧做不成妈妈的。 因为她在 9 岁

时患过血吸虫病， 而血吸虫病对

青少年的危害性很大， 如果在幼

年期反复受到感染， 它会掠夺孩

子们的营养， 并使垂体前叶功能

受到抑制， 生长素和促性腺激素

分泌不足， 致使骨骼成熟发生障

碍和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影响

身体生长发育， 出现侏儒症， 表

现为面容显老、 身体矮小、 生殖

器不发育、 骨骼生长和成熟障碍

等。 女性表现为少阴毛、 闭经、

乳房不发育等， 当这些患儿长大

成年后， 可能会没有生育能力。

小慧虽然当年经及时治疗很

快痊愈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得

过血吸虫病后也不产生免疫力，

治愈后的人如接触疫水， 还可以

再次得病。 有的时候它还会在人

和动物体内潜伏下来， 可以生存

3－5 年甚至更长时间， 伺机出来

危害人体健康。 小慧 18 年后再

次感染血吸虫病可能是她又被

“瘟神” 盯上了， 也可能是“瘟

神” 太狡猾， 当初没有彻底消灭

它， 让它卷土重来。

也有成年婚后能妊娠生育

者， 一般为感染较轻或经治疗后

反复感染的慢性血吸虫病患者，

但她们生下来的新生儿， 体重也

要比一般新生儿轻， 早产及死胎

率较高。

如果是晚期血吸虫病女患

者， 门静脉高压还可造成食管静

脉和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易发生

呕血， 甚至造成死亡。 如果患晚

期血吸虫病伴有巨脾、 肝硬化或

食管和胃底静脉曲张者， 均不宜

妊娠， 一旦妊娠， 也应该在妊娠

早期到正规的医院做人工流产。

湖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谷峰

热天孕妇沐浴

每天莫超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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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要早治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

产科主任孙建萍解释说， 由于

子宫肌瘤生长较快， 当供血不

良时， 可以发生不同变性。 子

宫肌瘤愈大， 缺血愈严重， 则

继发变性愈多。 所以， 子宫肌

瘤不但要治， 而且要尽早治疗。

保守治疗须随检

很多如屠女士类的年近绝

经期的子宫肌瘤患者在病程早

期时， 都选择不做手术， 或因

某种原因不适于手术治疗者，

经内膜病检排除恶变后， 可用

雄激素治疗。 甲基睾丸素，每次

5-10 毫克，每日 1 次；或丙酸睾

丸酮，每次 25毫克，每周肌注 1-

3 次。每月剂量不超过 300毫克。

用药后定期检查，以免用药过度

给身体带来健康伤害。

年龄大于 50 岁者宜保守治

疗， 但是前提是保守治疗效果

较好。 确诊为子宫肌瘤后， 应

每月到医院检查 1 次。 如子宫

肌瘤无症状， 并小于 3 个月妊

娠大小， 月经正常， 可每 3-4

个月复查 1 次。 如增大明显，

则应考虑手术治疗。

也可用中药调理， 但不要

忽视了定期检查和所服中药的

效果验证， 以免出现屠女士那

样， 最终不得不进行危险系数

更大的手术。

戎飞玲 杨璞

������进入炎热的夏季， 洗澡成了

每天生活的必须。 孕妇是要多洗

澡， 还是少洗澡？ 洗澡的过程中

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我们听听

专家们的说法。

次 数

每天最多洗三次澡

妇产科专家表示， 妇女怀孕

以后， 皮肤上皮屑会增多， 汗腺

及皮脂腺的分泌也旺盛， 因此孕

妇必须注意皮肤卫生。 洗澡不仅

能使身体保持清洁， 还能促进血

液循环、 消除疲劳。

然而次数要适当， 夏季酷热，

每天洗澡可以两次， 但不要超过

三次， 洗太多次澡不仅累人， 对

皮肤也不好。

时 间

每次 10-15 分钟为宜

洗澡的时间不宜过长。 浴室

内温度较高、 氧气提供相对不

足， 加之热水的刺激会引起全身

的毛细血管扩大， 使孕妇脑部的

供血不足， 容易出现头昏眼花、

乏力胸闷等症状。 同时胎儿也会

出现缺氧、 胎心率加快的症状。

严重者还可使胎儿神经系统的发

育受到不良影响。

妇产科专家建议， 洗澡时间

控制在 10-15 分钟为宜。 另外，

饥饿时、 饱食后 1 小时以内都不

宜洗澡。

方 式

最好淋浴

最好采取立位淋浴， 不要坐

浴， 避免热水浸没腹部， 如感到

累或不舒服时可以休息一下。

妇产科专家说， 孕妇怀孕后

内分泌变化比较大， 阴道内具有

灭菌作用的酸性分泌物减少， 体

内的自然防御机能降低， 此时如

果坐浴感染的机会增加。 另外，

坐浴还容易引起窒息， 对胎儿也

不好。

误 区

冷热水交替影响胎儿

洗澡水调至温热， 和体温差

不多或者比体温略高， 一般来说

水温应在 38℃以下。 因为如果水

温或室温过高， 很可能因为缺氧

导致胎儿发育不良。

有的女性为了皮肤保健在淋

浴时会冷热水结合， 这种方法对

孕妇来说很容易影响子宫和胎

儿， 不足取。

李艳鸣

捕鱼机

： 发射超声波在水中传

播，使鱼类极度缺氧，必须昏浮水面，

小型 650 元 / 台、特大型 3800 元 / 台

（共 5 个型号）。

捕猎机

： 该机大范围发射高频

激光声波，使猎物产生幻觉，不由自

主奔向信号源， 小型 850 元 / 台、中

型 1300 元 / 台、 大型 2150 元 / 台。

免费索取现场捕猎捕鱼 VCD 光盘，

把您的地址、姓名、邮编用短信发到

13977556648，即免费寄出。

《捕鱼捕猎必读》

电话： 0775-2688422

地址：广西玉林市海峰电子厂

北京大学附属类风湿康复总院联合美国惠氏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研制的类风湿新药【惠痹宁】震撼问世，

该药在发现致病根源的同时成功破译其致病基因，终

结了风湿类风湿反复发作的恶性循环，填补了激素药、

止痛药在对身体机能残害的同时起不到实质作用的治

疗弊端。 该药经过全球 30 多万病例临床验证观察，患

者一般用药 7-10 天即有明显疗效，有效率、治愈率高，

3-4 疗程即可逐渐减量停药并最终达到康复， 且不复

发。【惠痹宁】的研制成功是医学界一个突破性的里程

碑，其三大突破愈后不复发不反弹的治疗效果，改写了

传统药物吃药就好；停药就复发的控制局面，为类风湿

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突破一祛除骨毒：【惠痹宁】过穴位、经络、血液的

三重互动，激活骨质新陈代谢功能，快速消除疼痛、红

肿、僵硬的症状。 并从源头入手控制风湿类风湿致病因

子，有效阻止风寒、痹毒侵入人体；创建保护屏障，保护

骨质骨液，防止关节变形、肿胀。

突破二斩断病源：【惠痹宁】 不但能杀灭表层的痹

毒原体，并且对骨质深处的致病病菌能达到有效斩断，

药效持久直达病灶彻底杀灭和阻断类风湿因子再生，

阻止类风湿并发症的产生，从而标本兼治。

突破三提免祛痹： 【惠痹宁】 超强药性， 能完全

溶解类风湿因子等痹毒对身体的损害， 深层平衡调

理， 进入人体五脏六腑， 有效清除五脏内因使用激素

药、 止痛药等药物产生的毒素， 从根本上帮助病人恢

复体质和免疫功能。 7-15 天见效， 3-4 个疗程即可达

到康复。

温馨提示：【惠痹宁】全球援助计划正式启动，活动

期间购买二个疗程赠送相同药品一疗程，买三送二。

郑重承诺：我院实行签约合同治疗，7-15 天无疗效

可以办理退款，15 年之内有复发可免费指导治疗。外地

患者可办理货到付款邮寄。

专家热线：

010-59792017

全国免费订购电话：

4008-168-717

官方网址：

www.01059792017.com

医疗单位：北京大学附属类风湿康复总院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北路西一里 29号

美国风湿新药-国际新突破

治好风湿类风湿-权威推荐

美国风湿新药-国际新突破

治好风湿类风湿-权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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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子宫肌瘤有下列三种情

况之一时， 就应该接受手术治

疗： 1、 子宫肌瘤长到拳头大

小， 造成骨盆中的其他器官受

到压迫， 手术切除可解除症状，

而且大的肌瘤发生恶化的几率

比小肌瘤要大。 2、 肌瘤生长速

度太快， 或者在更年期之后，

肌瘤不但不萎缩， 反而变大。

3、 子宫肌瘤造成大量出血， 或

长期的经量过多、 经期过长以

致贫血， 而药物无法根治。 此

时， 开刀切除是有效的解决办

法。 对于年龄在 50 岁以下、 出

血量多并出现贫血等并发症时，

可以考虑手术根治(仅限于不再

生育的妇女)。

术后避免提超过五公斤的

物品， 或增加腹部负担的活动，

满八周后， 再依个人体力与体

质， 逐渐加重运动量。 饮食上

注意清淡为主， 避免辛辣刺激，

忌烟酒。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适当做一些康复锻炼。

屠女士今年四十出头， 去年 6 月份前她还只有 40 多公斤

重， 但是从去年 7 月份开始， 就感觉自己体重在慢慢“上升”

了。 去年八月份到医院做妇科体检时被查出有子宫肌瘤， 医

生让她赶紧住院， 准备手术， 但她因当时工作忙没做手术，

认为过几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 随后一直靠吃民间诊所的中

药治疗。 想不到的是今年 5 月份在医院妇科就诊时， 她的子

宫底已经平脐了， 随即住院手术。 但是由于肌瘤所在的子宫

位置有大量的血管分布， 所以在“挖除” 肌瘤时， 出现了大

出血症状， 经医生全力抢救后她才脱离生命危险。 肌瘤重达

4.5 公斤， 经病理检查是良性， 她这才松一口气。

三种情况宜手术

□相关链接

□

□妇科门诊

□

妇

幼

保

健

患子宫肌瘤

莫忘定期随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