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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 是 “薄层细胞图片检
查” 的简称， 是临床上用来筛查
宫颈癌的一项重要检查。 TCT 报
告一般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刮片的质量 通常是用满意不
满意来描述。 若是不满意， 可能
是存在炎症 ， 或者细胞量不够 ，
医生无法给出结论， 这种情况可
以先进行炎症治疗后复查或者必
要时重复刮片。

炎症 宫颈刮片对于阴道内的
感染也是有检测意义的。 若提示
有念珠菌、 滴虫、 细菌性阴道病，
需针对相应的炎症进行治疗。

宫颈管内细胞 若有， 说明标
本取材满意， 有些女性在绝经后
宫颈萎缩， 不太容易获得宫颈管
内细胞。

分类 这是一个最重要信息，
大致会给出以下几个可能的结果：

（1） 正常： 说明刮片细胞里
没有发现异常。

（2） 非典型意义的鳞状细胞
（ASC-US， 或不能明确意义的不
典型鳞状细胞）： 这个结果提示不
确定这些细胞是否异常， 这种情
况可以有两种选择： 3~6 个月以

后复查 ， 或者直接查 HPV， 若
HPV 阴性 ， 继续观察 ； 若阳性 ，
建议做阴道镜和活检。

（3） ASC-H （不典型鳞状细
胞倾向上皮内高度病变）： 虽不能
明确意义， 但倾向于有病变， 这
种情况， 通常是需要做阴道镜和
活检的。

（4） LSIL （低度鳞状上皮内
瘤变）： 提示有异常细胞， 需要进
一步做阴道镜和活检。

（5） HSIL （高度鳞状上皮内
瘤变 ）： 比 LSIL 更进了一级别 ，
建议尽快做阴道镜和活检。

（6） 不典型腺细胞： 通常需
要进一步检查了解这个腺细胞的
来源， 需通过超声、 宫腔镜、 刮
宫来进一步明确。

（7） 鳞状细胞癌或腺癌： 这
种结果就要立即就医进行治疗。

宫颈刮片的结果只是一个筛
查， 不是最终诊断， 且即使病理

结果提示是癌前病变， 也不必太
过担心， 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宫颈
癌 。 对于最后明确是宫颈癌的 ，
也不必绝望放弃， 目前该病治疗
效果很好。

TCT 有一定的假阴性率， 有
一定漏诊率 ， 对于 30 岁以上女
性， 建议同时做 HPV 检查， 以降
低假阴性几率 。 人人都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 感染的宿主， 但
正常情况下， HPV 会被人的免疫
系统清除， 所以短暂的感染不用
担心。 若同一亚型 HPV 病毒持续
存在超过 2 年， 就有机会导致宫
颈癌前病变， 再发展到癌， 通常
又需 10~15 年时间， 所以对于高
危型 HPV 筛查， 30 岁以下人群是
不建议的， 即使 HPV 感染， 也不
必太紧张， 此时重要的是筛查宫
颈刮片。 建议有性生活的女性定
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刘芬

������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 是一种由
于基因缺失或突变导致的遗传性溶血
性贫血， 它由基因决定， 只会遗传，
不会传染。 假如父母中有一方携带地
贫基因， 所生育的孩子可能会遗传到
地贫基因。

地贫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单基因遗传病。 多数人携带有缺陷的
地贫基因， 但不表现出临床症状， 被
称之为地贫基因携带者， 主要包括静
止型 α 地贫、 轻型 α 地贫和轻型 β
地贫， 通常在地贫筛查或家系调查时
才被发现， 全世界约有 3.5 亿地贫基
因携带者。 携带有缺陷的地贫基因并
表现中重度贫血症状的中间型和重型
地贫被称之为地贫患者， 临床表现个
体差异较大， 贫血程度不一。

目前， 地贫尚无药物和成熟的基
因治疗方法， 地贫基因携带者无需特
殊治疗， 重型地贫患者需要定期输血
和排铁治疗维持生命。 地贫难治但是
可防， 了解一下地贫防治的 “三道防
线”：

做好地贫初筛工作 婚检、 孕前
或孕期尽早地贫初步筛查， 了解夫妇
双方是否有可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

做好地贫基因诊断 夫妇双方初
筛均为阳性的夫妻进行地贫基因诊
断， 明确夫妇双方是否为同型地贫基
因携带者， 是否需要产前诊断。

做好地贫产前诊断 如果夫妇双
方是同型轻型地贫或有重型地贫儿生
育史， 在怀孕后应按照专科医生的建
议尽早接受产前诊断， 通过采集胎儿
的遗传物质 (DNA) 对胎儿进行基因
诊断， 确定胎儿的地贫基因类型， 评
估胎儿出生后患严重贫血的风险。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科 熊敏

������网络上有人流传说：
因为 “经期排血是排毒”，
同时会流失大量营养， 免
疫力下降、 调节力变弱，
导致女性很容易生气， 她
们变得敏感是生理的敏感
导致精神敏感， 控制情绪
能力下降。 因此， 女性在
经期吵架， 患上子宫肌瘤
和卵巢囊肿的几率相应增
加。

其实， 上面这种说法
并没有科学依据。 日本东
北大学对 30277 位居民进
行 7 年随访的研究， 结果
显示， 情绪与肿瘤的发生
并没有明确的联系。 专家
提醒， 在月经期情绪不好
的女性更容易闭经， 这一
点是有临床佐证的， 的确在门诊中经
常有女性在经期与男友吵架， 而引起
闭经需要就医的。 这是由于女性卵巢
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器官， 如果经期生
气或者突遇重大变故， 身体的一部分
功能被抑制， 导致内分泌失调， 就有
可能出现闭经的现象。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妇保所
主任医师 吴江平

�������女性不孕原因很多， 输卵管因素占很大比
例。 输卵管是女性生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自然受孕过程中卵子转运、 受精和早期胚胎发
育、 转运的必备器官。 输卵管是一对 8~14 厘米
细长而弯曲的管道， 内端与子宫角相通， 外端漂
浮游离。 左右两侧输卵管至少保证一侧通畅， 才
能怀孕， 输卵管双侧梗阻将会导致女性不孕。

造成输卵管梗阻最常见的病因是各种感染，
输卵管通不通主要靠输卵管造影获得初步诊断。
输卵管梗阻可分为三个部分， 即近端梗阻、 远端
梗阻、 中段梗阻， 不同部位的梗阻选择治疗手段
不同。 近端梗阻 （即靠近宫角 2 厘米以内） 多采
用宫腔镜下插管通液或 V 线下介入治疗。 远端梗
阻应以腹腔镜治疗为主， 通过手术恢复输卵管功
能， 包括输卵管周围粘连分离松解， 伞端成形
术、 造口术。 输卵管修复后的妊娠率， 取决于梗
阻输卵管的病变程度和手术方式及效果， 其中管
腔内膜及粘连程度是影响输卵管手术成功率的最
主要因素。 95%的妊娠发生于输卵管术后 1 年
内， 如果术后 1 年内未自然怀孕， 再怀孕的可能
性就变得很小。 而对于输卵管中段梗阻， 目前尚
无有效的治疗手段， 多考虑采取试管婴儿技术。

王春霞

������乳腺癌是当今女性健
康杀手之一， 为预防乳腺
癌， 应做好生活中的 “四
件小事”、 早期发现， 才
是防治乳腺癌的关键。

禁烟限酒 即使只喝
少量的酒， 也会增加乳腺
癌的患病风险。 近期研究
显示， 饮酒和激素敏感型
乳腺癌的关联度尤其大。
绝大多数医生建议降低对
啤酒和烈酒的消耗， 每周
喝酒不应超过 2 次。 吸烟
同样也是患乳腺癌的风险
因子， 吸烟越多、 开始吸
烟的年龄越早， 患乳腺癌
的风险越高。 长期吸烟人
群患乳腺癌风险可高达
35%~50%。

适量运动 每周至少
运动三次。 缺乏运动被认
为有可能最高提升乳腺癌
10%的患病风险。 运动的
时候， 要确保心率持续 20

分钟以上都大于静止时心
率。 能流汗的运动才能强
健心脏， 降低癌症风险。

管理体重 超重或肥
胖会加重患乳腺癌风险 。
女性成年之后， 特别是绝
经之后才开始超重的要特
别注意。 除了上面提到的
减少酒精摄入和保持运动
量之外 ， 为保持体重正
常， 还要改变高脂肪、 高
胆固醇的饮食方式， 并且
保证碘的足量摄入。

自查乳房 运用正确
方法每月定期自查乳房有
助于及早发现疾病。 要掌
握观察乳房颜色 、 形态 、
质地和分泌物的方法， 并
检查有无乳房肿块。 女性
40 岁后每年做一次乳腺钼
靶 X 线筛查 。 及早发现
早期乳腺癌， 在五年内患
者的生存率高达 98%。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小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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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 异常并不等于患了宫颈癌
30 岁以上女性建议同时做 HPV 检查

�������32 岁的王女士在妇科检查中发现
TCT 有异常， 她听别人说这种情况就相
当于患上了宫颈癌， 顿时万念俱灰。 其
实， 体检中发现 TCT 异常， 并不代表就
患上了宫颈癌， 因为这个检查包含了好
几项的内容。 为了避免这种恐慌， 我们
请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来介
绍一下 TCT报告单如何解读。

输卵管疏通后
争取一年内怀孕 防范乳腺癌 做好四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