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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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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 416号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一名高三女生长期不吃
主食， 竟导致闭经一年 ， 且
卵巢早衰， 很可能今后不再
来月经， 也没有生育能力。

这名女生自上高中以来，
饭量越来越小 ， 每顿饭只吃
菜， 而米饭 、 面条等主食吃
得很少。 高三期间因学习紧
张， 甚至经常连午饭也不吃， 她的月
经量也逐渐变少， 最后甚至不来。 高
考结束时， 她发现自己总是疲劳、 盗
汗， 到医院检查发现， 她的雌激素水
平已经低于 10， 促卵泡生成素高达
85， 而这两个数值的正常水平分别为
21 和小于 8.08。 由于症状过重， 药物
治疗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据医生介绍， 还是第一次遇到年

仅 18 岁就卵巢早衰的病例 。 分析原
因， 可能是该女生长期不吃主食， 机
体能量摄入不足， 造成体内大量脂肪
和蛋白质被耗用， 使雌激素分泌减少，
月经紊乱， 直至闭经。 加之高中学习
紧张、 压力大， 月经不调又未及时治
疗 ， 导致这种青春之花提早 “凋谢 ”
的严重后果。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 张迎春

������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安吉丽娜·
朱莉的母亲是 BRCA1基因致病性突
变的携带者， 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和卵
巢癌， 并最终死于卵巢癌。 安吉丽
娜·朱莉遗传了母亲的这种致病性突
变， 因此她患乳腺癌的几率为 60%
-80% ， 患卵巢癌的 几 率 为 40%
-60%， 远远高于普通人。 正是如此，
安吉丽娜·朱莉在 2013年切除双侧乳
腺后， 又在 2015 年切除了双侧卵巢
及输卵管。 她的这一举动， 非但没对
她的形象造成损害， 反而使她活得更
长久。 如她所言： 要看着自己的孩子
长大， 见见自己的孙子孙女。

遗传性乳腺癌
表现为同一家族多人罹患

乳腺癌的发病率居我国女性恶
性肿瘤首位， 我国城市平均每 26 位
女性中就有一位患有乳腺癌。 在一
个家庭中， 好几个直系亲属都患有
乳腺癌， 这种具有家族聚集性的乳
腺癌叫做家族性乳腺癌或遗传性乳
腺癌， 表现为同一家族中多人罹患。
著名影星安吉丽娜朱莉罹患的就是

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 属
于遗传性乳腺癌中的一种。 这种综
合征是由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
变引起的， 这种突变可能会遗传给
下一代。

家族中有两人以上患病
的年轻女性属高危

然而并非所有具有乳腺癌家族
史的人都需要像安吉丽娜·朱莉一样
进行预防性切除手术。 事实上， 遗
传性乳腺癌在全部乳腺癌中所占的
比例还不到 5%。 绝大部分乳腺癌是
不具有遗传性的。 哪些人可能会患
有遗传性乳腺癌呢？ 如果家族中有
两人以上患有乳腺癌和 /或卵巢癌，
并且确诊时年龄较小， 比如尚未绝
经就确诊为乳腺癌， 那么家族中未
患癌的女性成员的患癌风险有可能
大大增加。 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
综合征的最终确诊需要进行基因检
测。 由于这项检测价格不菲， 因此
只推荐具有明确的遗传性乳腺癌家
族史的人才进行 BRCA1 和 BRCA2
基因检测。

提早做乳腺和卵巢检查
是较好应对措施

对于 BRCA1 和/或 BRCA2 基因
致病性突变携带者， 可以行乳房预
防性切除或者口服他莫昔芬预防乳
癌。 提早进行定期乳腺及卵巢检查，
是结合我国国情及人们传统观念所
做出的目前最好的应对措施。

虽然预防性切除在欧美已经广
泛普及， 但在我国未常规开展， 尚
不能从流行病学角度对变异致病程
度进行精确评估。 在不明确中国人
群 BRCA 基因变异所带来的乳腺癌
发病风险增高程度的情况下， 贸然
采取预防性切除是不科学的。

对遗传性乳腺癌做到早诊断 、
早治疗， 可以极大提高患者的生存
几率， 甚至有可能治愈。 普通女性
可以从 40 岁开始定期进行乳腺及卵
巢检查， 具有高患癌风险的女性应
提前 10 年， 30 岁开始进行定期检
查， 早期发现病灶。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庞达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 夏季气温
高、 湿度大， 肿瘤细胞容易变得重新
活跃， 复发转移的可能性加大。 因
此， 肿瘤患者应充分重视夏季饮食与
生活起居的调养。 肿瘤患者在夏季应
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合理饮食， 清淡为主 注意 “三
清” 原则。 一要清凉， 选各种蔬菜瓜
果； 二要清淡， 菜类以素淡为主， 烹
调以清蒸、 清炖、 清炒、 凉拌为宜；
三要清补， 以植物蛋白含量丰富的豆
制品、 脂肪含量低的肉类、 家禽为主，
不宜食热性油腻食物， 避免热燥伤身。

注意睡眠，补充水分 放松心态，
适当运动， 睡前洗个温水浴， 听听舒
缓的音乐， 以助安眠。 夏季出汗多，
易丢失更多的水分和电解质， 患者发
生脱水概率相对更高， 建议每天喝水
1500 毫升以上， 多喝绿茶、 淡盐开
水等。

调神解郁， 辨证伏补 恶性肿瘤
发展的关键在于 “神不使” “郁不
解”。 夏季耗体液、 耗气， 容易气阴
两虚， 不宜盲目进补， 需在医生指导
下辨证对待。

补充维生素、 蛋白质 天气热，

胃口不好， 接受化疗， 易引起蛋白质
和微量元素营养素缺乏， 最好通过饮
食补充。

预防中暑 中暑是肿瘤患者病情
恶化的催化剂， 应尽量减少出门。 使
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 相差
5 摄氏度即可， 连续使用空调一段时
间后必须通风。

警惕感染 高温下细菌易繁殖和
生长， 应注意个人卫生， 常洗澡或擦
身体。 饮食干净卫生， 以免出现腹
泻、 食物中毒等情况使病情发展。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一科 何小丽

沈女士今年 30 岁，
怀孕 2 个月时无明显诱
因出现少量阴道流血。
沈女士在当地医院做 B
超检查， 结果显示： 本
该在宫腔内的胎儿却位
于腹腔内， 也就是俗称
的宫外孕， 且是极为罕
见的腹腔妊娠。

腹腔妊娠是指胚胎
或胎儿位于输卵管、 卵
巢及阔韧带以外的腹腔
内 ， 发 病 率 约 为 1：
15000， 母体死亡率约
为 5%， 胎儿存活率仅
为 1%， 因此早期检查
出此病时要及时处理 。
腹腔妊娠典型症状有腹
痛 、 停经 、 阴道出血 、
内出血 、 腹部不适等 。
孕期腹腔妊娠的患者会
有早孕反应， 且病史中
多有输卵管妊娠流产或破裂症
状。 胎动时， 孕妇常感腹部疼
痛， 随着胎儿长大， 症状逐渐
加重， 患者还可能会出现晕厥
现象。

预防腹腔妊娠， 育龄期女
性应注意以下几点： 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 注意经期的卫
生， 防止生殖系统感染； 洁身
自爱， 防止不洁性行为， 做好
避孕， 减少人工流产次数， 从
而减少盆腔感染机会 ； 不吸
烟、 不喝酒； 积极治疗子宫内
膜异位症等妇科疾病， 注意孕
前孕后检查， 也可有效减少腹
腔妊娠的发生率； 在使用诱发
排卵药物后， 疑为早孕时， 或
助孕成功后， 要及时排除异位
妊娠和复合妊娠。

石家庄市妇产医院
大妇科主任 白凤楼

������张女士今年 28 岁， 正
在备孕。 前几天基础体温有
点下降， 下午发现内裤上有
褐色分泌物， 夹杂着一点鲜
红。 后来没有继续出血， 褐
色分泌物也消失了。 朋友告
诉张女士可能是着床出血，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受精卵着床通常发生在
受精后 6-12 天， 大多数母
体无明显反应， 少数女性阴
道会出现粉色或褐色血迹，
即所谓的着床出血。 医学认
为可能与受精卵着床时滋养
细胞侵入内膜及浅肌层时血
管重铸过程有关， 一般不影
响胚胎发育。

着床出血还要区别于月
经。 经血是红色的， 量多；
着床出血一般不会出现红
色， 且量很少。 此外， 着床
腹痛的程度轻微得多， 以致
人们通常察觉不到， 也不会
出现腹痛加剧的现象。 着床
出血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
注意保持卫生即可， 但也要
排除子宫内膜病变或宫颈病
变导致出血的可能。 如确系
着床出血， 检查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 （血 HCG） 会有
升高。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沈杨

高危人群提早做乳腺定期检查

早孕着床出血
一般不需处理

妇科肿瘤患者如何安度炎夏

长期不吃主食
或致卵巢早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