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研究表明， 乳腺癌并非
由遗传基因单一因素引起， 其发
病与饮食习惯关系密切。 普及降
低乳腺癌风险的饮食习惯， 对预
防乳腺癌发病具有重要作用。

远离高脂高糖类饮食 高脂饮
食可增加乳腺癌发生的风险， 过
剩脂肪可以转化成雌激素， 提高
了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的发病率 ；
长期大量摄入糖类物质， 可能使
血浆中的胰岛素样因子和血糖维
持在较高水平， 高糖饮食可能是
乳腺癌的风险因子。

适量饮茶预防乳腺癌 茶叶尤
其是绿茶对于癌症抵制的机制， 可

能与茶叶中富含茶多酚有关， 适量
饮茶对预防乳腺癌是有帮助的。

多食含维生素丰富的蔬果 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新陈代
谢有巨大作用， 合理补充含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丰富的蔬果， 能增
强机体免疫力， 增强机体的抗癌
能力， 从而降低了乳腺癌的发病
风险。

含碘食物可降低乳腺增生 海
带、 紫菜等含碘食物， 能促使卵
巢滤泡黄体化， 调节内分泌， 降
低乳腺增生， 从而减少乳腺癌的
发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裴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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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小琴这样尚处在备孕期的女
性， 如果已知感染高危 HPV 病毒，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积极治疗， 将
病毒清除后再怀孕。 婴幼儿感染
HPV 病毒的途径， 均为垂直传播
引起， 如果还未怀孕， 最好先将病
毒清除。 因此， 小琴不可求子心切
而盲目怀孕。 而对于已经怀孕者查
出高危 HPV 病毒， 则要分不同时
期、 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处理。

单纯的高危 HPV 病毒感染对
生育没有影响， 如果胎儿经过产
道的时间不长， 就算母亲感染高
危 HPV 病毒， 并最终采用自然分
娩方式， 对孩子造成影响的几率
也不大。 若产妇情绪过于紧张、 焦
虑， 也可选择剖宫产手术。

如果长有体积不太大、 性状不
严重的疣体， 是可以怀孕的， 不影
响生育 。 这类朋友可在怀孕 3-8

个月的时间内进行治疗， 以免分娩
时影响胎儿。 治疗方法上可选用物
理疗法去除疣体， 无需麻醉， 并发
症少。 关于分娩方式， 对这类朋友
建议尽量选择剖宫产。

尖锐湿疣严重者 ， 建议终止
妊娠， 可等待病变治愈后再怀孕。
患有湿疣的女性， 在孕期中非常
容易发生疣体增长速度过快、 治
疗反应差的情况。 因此建议孕早
期即湿疣发展严重的女性， 可选
择终止妊娠。 对于不愿意终止妊
娠， 并坚持要小孩者， 要严密观
察病情发展情况 ， 并采用针对性
治疗方案， 控制发展速度， 孕晚
期可行剖宫产术。

孕中、 晚期或妊娠足月尖锐湿
疣严重的女性， 应择期行剖宫产术
终止妊娠。 这是因为如果尖锐湿疣
严重， 在分娩时极易发生软产道裂

伤， 甚至大出血， 或巨大病灶堵塞
软产道等情况。 并且由于产道状态
严重， 分娩时状况异常， 导致孩子
经过产道时间过长， 增加婴幼儿患
上喉乳头瘤的可能。

新生儿 HPV 感染可以造成复
发性喉乳头状瘤病、 新生儿皮肤及
生殖道 HPV 感染等。 孕妇患生殖
道尖锐湿疣， 新生儿呼吸道乳头瘤
病发生率是 HPV 阴性孕妇发生新
生儿呼吸道乳头瘤病发生率的 200
多倍。 所以感染者在孕期 3-8 月期
间内到正规医院行清除疣体治疗。
建议治疗期在 3-8 月， 是因为如果
怀孕不足 3 个月， 容易导致流产；
而孕期 8 个月以后， 如果是长在宫
颈处的疣体， 容易在治疗过程中刺
激胎儿， 引发早产等问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刘彦春

���� “我没有贫血， 为什么医生
还要我补铁呢？” “仅靠食疗能
预防缺铁性贫血吗？” 在临床上
我们经常听到孕妈妈们关于补
铁的这样或那样的疑问， 我们
来了解一下有关妊娠期缺铁性
贫血的知识吧。

缺铁性贫血在孕妈妈中发
生比例很高， 妊娠 3 月以上孕
妇发生达到了 66.27%。 铁是合
成红细胞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
当人体缺铁时首先表现为铁蛋
白减少， 缺铁进一步加重时就
可以导致缺铁性贫血。

孕妇因胎儿生长需要 ， 需
铁量是增加的， 每日需补铁 4mg
（毫克）， 但每日孕妈从食物中
吸收铁不到 1.5mg， 根本不能保
证需要。 因此为了预防缺铁性
贫血， 孕期除多进食含铁丰富
的食物如红色肉类、 鱼类、 蛋
黄、 猪肝、 鸡血、 豆类等 ， 还
应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铁剂。 建
议孕妇从妊娠 4 月开始应每日
给予 30-60mg 铁剂， 而有铁缺
乏者， 则每日需要 120-140mg，
当缺铁性贫血发生后， 要在医
师指导下给予铁剂治疗。

服用铁剂的同时服用维生
素 C 可增加铁剂的吸收， 铁剂
忌与茶同服， 钙盐及镁盐也可
抑制铁吸收， 应避免同时服用。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内科 张丹荔

������卵子是孕育宝宝的 “种子”，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 ， “种子 ”
也有着自己的青春期、 成熟期和
衰老期。 通常来说， 卵子年龄与
女性的年龄是相当的， 20 岁的女
性排出的是 “20 岁的卵子”， 40
岁的女性排出的是 “40 岁的卵
子”， 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卵子的状态。 那么， 如何能让
“高龄卵子” 年轻化、 让高龄女性
拥有 “年轻卵子” 呢？ 女性朋友
可以从生活细节入手， 对养护卵
子有一定的帮助。

营养均衡 避免暴饮暴食和营
养平衡失调。 女性朋友日常生活
中应多食黑豆 、 豆浆 、 鱼汤等 。
黑豆可以预防卵巢早衰， 水煮鱼

汤可促卵泡发育， 利于女性排出
优势卵泡。

戒烟限酒 香烟的毒性可以直
接作用于卵子， 使女性提早进入
绝经期， 长期吸烟伤害整个激素
系统 ， 影响卵巢的功能 。 喝酒 、
失眠、 生活无规律会给女性生殖
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 导致卵子
质量和受孕能力下降。

运动健身 适当的体育锻炼可
以帮助女性提高身体素质， 确保
卵子质量。

避免经期性生活 经期性生活
可刺激机体产生抗精子抗体， 引
发盆腔感染 、 子宫内膜异位等 ，
减低卵子活力。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杨盼

��������30 岁的黎黎已顺产过一个宝
宝， 之后有两次人流史。 3 个月前
她又做了一次人流， 但这次术后一
直没来月经。 黎黎感觉起初有轻微
腹痛， 也没在意， 慢慢地疼痛变得
难以忍受， 家人赶紧把黎黎送到医
院就诊。 医生根据黎黎的人流史和
疼痛性质， 考虑这种情况是因为人
流手术后宫颈粘连， 导致宫腔积血
无法排出， 在完善相关检查后立即
为其进行了扩宫手术， 排出了宫腔
积血， 黎黎的腹痛感当即减轻。

发生宫颈粘连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方面， 一是患者自身有生殖道炎
症， 未根治就进行了新的人流术；
另一方面， 术中宫颈粘膜可能会受
到一定损伤。 宫颈粘连后， 月经血
不能排出体外而积留在宫腔， 引起
患者周期性加剧的腹痛， 还有可能
往输卵管倒流至腹腔， 引起急性腹
膜炎等急腹症。 据临床观察， 宫颈
粘连的发生概率达 0.26%。

因此， 预防宫颈粘连， 应首先
避免不必要的人流术， 特别是避免多
次人流， 没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女性应
积极采取避孕措施； 人流术前积极治
疗阴道炎、 宫颈炎等妇科炎症。

长沙市第三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 莫德玉

������小红是一个阳光女孩， 经常骑共
享单车， 不久前查出患上了阴道炎。
共享单车是当今社会的新兴事物， 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 但其循环往
复地使用， 人体间接地密切接触， 可
能会造成交叉感染， 单车的座椅成为
妇科疾病的传染源。

小红是未婚少女， 平时没有瘙
痒、 白带异常等阴道炎症状， 在骑车
后出现外阴瘙痒、 分泌物多、 潮红、
疼痛。 究其原因， 可能是单车倒在地
上后再扶起来沾染了灰尘， 或者是上
一个女性骑车者阴道分泌物残留在座
椅上。 分泌物在黑色座椅上不易发
现， 女生喜欢穿短裤、 短裙， 形成外
阴、 内裤与座椅密切接触， 无论是灰
尘分泌物， 都可能引发感染。

避免共享单车座椅传染妇科疾
病， 可采用保鲜袋覆盖单车座椅， 能
很好防止炎症分泌物的传播， 阻断传
染源， 或者骑共享单车时不穿短裤、
裙装， 穿着长裤是较好的选择， 对女
性会阴部有保护作用。 感染妇科炎
症， 跟身体保护、 体质因素也有关
系， 除了骑共享单车坐公车外， 游
泳、 泡温泉也会有感染风险， 因此，
女性朋友应做好防护防妇科炎症的交
叉感染。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人流术后不来月经
小心宫颈粘连

骑共享单车
防妇科炎症交叉感染

育龄期女性感染 HPV病毒后

莫盲目怀孕
������小琴结婚 3 年后特别想要个孩子， 已在备孕阶段。 近
日单位组织体检时却发现小琴有 HPV （人乳头瘤病毒）
病毒感染， 小琴非常紧张， 听说母体感染了 HPV 病毒会
传染给孩子， 她不知如何是好。 HPV 病毒主要靠性传播
途径感染， 好发于育龄期的女性朋友， 关于 HPV 感染对
生孩子的影响， 也成了育龄期女性感染者最关心的话题。

预防缺铁性贫血
不能仅靠饮食

养护卵子 注意生活细节

健康吃喝 远离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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