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有句话叫 “百病皆
生于气”。 女性一生激素水平
不断变化， 与情绪波动关系
密切， 其中雌激素和孕酮的
影响力最大。 负面情绪长期
累积会导致一系列情绪病。

月经失调 这是最常见的
女性情绪病。 月经不调、 痛
经 、 乳腺增生 、 卵巢囊肿 、
子宫肌瘤 、 泌尿系统感染 、
妇科慢性炎症、 乳腺癌等妇
科疾病， 都与情绪波动有密
切联系。

胃肠道疾病 胃肠道是人
类最大的情绪器官。 很多人生
气时会觉得 “胃仿佛绞在了一
起， 疼痛难忍”， 就是因为坏
情绪让胃功能失调了。 胃炎、
消化不良、 便秘、 腹泻、 肠道
炎症以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
都可能与情绪有关。

内分泌疾病 长期压力
大、 紧张焦虑的女性容易患

甲状腺疾病 。 据统计 ， 70%
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有不良
情志刺激。 反过来， 患有甲
状腺功能亢进的女性， 更容
易脾气暴躁。

心血管疾病 多数患高血
压、 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
人， 常伴有焦虑和抑郁。 心
理不平衡可促成心血管疾病
的发生， 心血管疾病又会进
一步造成心理紧张 、 失衡 ，
两者相互影响。

皮肤问题 不少皮肤疾病
如荨麻疹、 神经性皮炎、 斑
秃、 牛皮癣、 湿疹、 皮肤瘙
痒等 ， 其病因 、 发病过程 、
疾病演变与心理社会因素密
切相关， 而另一方面， 患者
因皮肤疾病的困扰， 易引起
焦虑 、 烦燥不安等坏情绪 ，
形成不良循环。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中医科 周迎春

������结节性红斑是以皮下脂肪炎症反
应为特征的炎症性疾病。 临床表现为
双小腿疼痛性红斑， 多见于 20-40 岁
的青年女性， 好发于春、 秋季， 易复
发。

结节性红斑发病主要与感染 （溶
血性链球菌、 结核杆菌等） 有关， 亦
可与体内肿瘤、 系统性疾病以及药物
等引起。 大约有 30%以上患者找不
到发病原因。

本病大多为两小腿伸侧突然发生
对称分布的疼痛性结节， 直径约 1-5
厘米， 结节表面皮肤初呈红色， 平滑
有光泽， 略微高出皮面。 周围水肿，
表面热， 自觉疼痛或压痛。 结节持续
几天后慢慢变平消退， 留下青紫色
斑， 多不发生溃疡。 皮疹消退后无萎
缩和疤痕形成。 自然病程数天或数
周 ， 可伴发全身症状， 如发热、 头
痛、 全身乏力、 关节痛等。

防治结节性红斑， 首先要寻找致
病因素， 注意卧床休息， 抬高患肢。
有咽炎或上呼吸道感染时给予抗生素
治疗。 亦可用非甾体抗炎药等口服减
轻疼痛。 病情较重， 如疼痛剧烈、 结
节多、 红肿明显者可加服糖皮质激
素、 氨苯砜等。 局部可行冷湿敷， 外
涂樟脑软膏、 皮质类固醇激素软膏
等。 饮食清淡， 勿食辛辣刺激性食宜
物。 避免上呼吸道感染， 避免受寒及
强体力劳动。 同时自己勿乱服药物，
应在医生指导下治疗。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皮肤病防治所 胡亚莹

青年女性
秋季易发结节性红斑

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甲状腺关
注度的提高， 检查的人多了， 查出
患甲状腺病的人数也增加了。 很多
甲状腺疾病的治疗要用到碘 131， 一
般医生都会提前告知患者： 碘 131治
疗甲亢， 6 个月以后再怀孕； 碘 131
治疗甲状腺癌， 1年以后再怀孕。 为
什么这么久才能怀孕呢？

碘 131具有放射性
碘 131 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可

能会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 但
经过 40 天左右的时间， 体内碘 131
的放射性可以基本消失。 因此， 6个
月以后再怀孕是一种非常保险的做
法。 治疗甲状腺癌所需的碘 131 剂
量要比治疗甲亢大很多， 所以一般
建议 1 年以后再怀孕。

甲亢和甲减都影响妊娠
一部分甲亢患者在碘 131 治疗

后数月内会出现甲减， 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的左甲状腺素治疗才能逐渐
好转。 甲状腺癌碘 131 治疗后的患
者， 甲状腺功能全失， 也需要服用
一段时间的左甲状腺素， 才能把甲
状腺功能控制稳定。

如果甲亢、 甲减还没控制好就
怀孕了， 对孕妇和胎儿都有影响，
有可能会发生流产、 妊娠期高血
压、 贫血、 心衰 、 胎儿死亡 、 早
产、 产后出血、 低体重儿等情况。
一般经过 6 个月-1 年的药物调整，
甲状腺功能稳定了， 就不影响怀孕
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
陆汉魁

������避孕是无生育意愿女性的必备措
施， 避孕方式很多， 但有的却不太妥
当或不利身体健康， 下面三种避孕方
式要避免。

体外射精避孕 体外射精是指男
方在即将发生射精时将阴茎抽出， 使
精液射在女方体外。 这种避孕方式其
实不太靠谱， 因为男性在性兴奋时或
者是排精之前， 就可能会有精液流
出， 其中可能含有少量精子， 所以有
致孕的可能性。

安全期避孕 有的女性怕吃避孕
药有副作用 ， 而靠计算安全期来避
孕。 安全期是不科学的避孕方式， 因
为女性的健康状况、 情绪波动、 环境
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排卵， 而男性
的精子在女性体内最长可存活 5 天，
因此安全期避孕并不靠谱。

吃紧急避孕药 紧急避孕药是很
多年轻人会采用的避孕方式， 但不能
作为常规避孕方法。 经常服用紧急避
孕药， 有可能导致避孕失败， 还容易
引起月经不调。 紧急避孕药只能在特
殊情况下偶尔使用， 一年不宜超过 3
次。 吃紧急避孕药不能代替常规避孕
方法。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芬

三种避孕方式
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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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35 岁的韩女士拿着体检报告
单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得了宫颈癌。
她反复问医生是不是弄错了。 原
来， 近日她自觉内裤时不时就会
湿透， 好姐妹告诉她这是尿失禁，
还说生过孩子的大龄女性都会这
些表现， 让她不用在意。 但是韩
女士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来
到医院检查。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竟被确诊为宫颈癌！

尿失禁和宫颈癌之间究竟有
什么联系呢？ 尿失禁会引发宫颈
癌吗？ 临床上， 以尿失禁为症状
前来就诊却查出宫颈癌的患者并
不少见， 这一类型的宫颈癌叫作
宫颈腺癌， 以前在宫颈癌中的比
例只占到 5%左右， 近年来发病率
正逐年上升， 达到 20%左右。

宫颈癌可“伪装”成尿失禁

对于一些宫颈腺癌患者来说，
她们可能出现另一种与阴道出血、
白带改变等不同的症状———阴道
排液， 由于排出的液体多数呈水
样， 很多患者会误以为是尿失禁，
因羞于启齿而延误了病情。 事实

上， 宫颈腺癌引起的阴道排液和
尿失禁是有区别的。 一般压力性
尿失禁会在打喷嚏、 咳嗽、 提重
物等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 而
宫颈腺癌引起的阴道排液是持续
性的， 并且量非常多， 往往能够
浸湿内裤。 阴道排液对于宫颈腺
癌来说属于早期症状， 如能在此
时确诊治疗， 生存率和康复率都
会高很多， 出现这样的情况时须
提高警惕， 尽快就医。

表面光滑不代表宫颈没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 韩女士半年
前在单位组织体检时做过一个妇
科检查， 因为当时医生说她的宫
颈很光滑， 她想当然地认为很光
滑等于没事， 所以对不适症状疏
忽大意了。 事实上宫颈腺癌不同
于宫颈鳞癌， 宫颈鳞癌时， 宫颈
通常外向生长着息肉状、 菜花状
赘生物， 而宫颈腺癌的癌变部位
往往隐匿地生长在宫颈管里侧 ，
早期宫颈腺癌患者妇科检查往往
无明显异常， 容易麻痹大意。 有
一部分宫颈癌患者可能出现 TCT

（液基细胞学检测） 和 HPV （人乳
头瘤病毒检测） 均为阴性的情况。

重视宫颈癌的早预防早发现

对于高危人群、 长期服用避
孕药或出现同房后出血等情况的
妇女， 最好采取新三阶梯法， 即
细胞学+HPV—阴道镜—病理组织
学诊断来进行确诊。 在阴道镜下
活检必须注意取材部位的问题 。
若是观察到阴道持续大量不规则
排液 、 宫颈管桶状增大等情况 ，
以及细胞学≥LSIL （ 低度鳞状上
皮内病变） 或 AGC （非典型腺细
胞）， 一定要注意对宫颈管进行搔
刮， 以免腺癌被漏诊。

预防宫颈癌， 要重视这几个
方面： 首先， 保持科学健康的生
活习惯 ， 均衡饮食 ， 适当运动 ，
不吸烟， 不吸毒。 其次， 避免过
早性生活 、 多个性伴侣 。 最后 ，
女性在有性生活后至少每年进行
一次细胞学筛查， 以便及早发现
宫颈癌癌前病变或早期宫颈癌。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宫颈科主任医师 张宏伟

当心宫颈癌“伪装”成尿失禁

女性常闹情绪易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