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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 点亮她的“保宫”希望

一名子宫肌瘤患者倾情讲述

�������一年前，33岁的益阳市民张女士发现自

己的身体出了问题： 例假变得非常不规律，

出血量增多，淋漓不止。“卫生巾的使用量，

从原来每次 20 片增加到 40 多片。 ”半年前

单位组织体检，张女士发现自己已经是重度

贫血， 遂先后到省会两家医院进行检查，医

生均诊断她患有多发性子宫肌瘤，贫血就是

因为子宫肌瘤引发月经出血量增多导致的。

一个电话

点亮保宫的希望

一天，张女士有位家住开福区的亲戚打

来电话告诉她，163 医院有一种技术可以不

开刀、不住院治疗子宫肌瘤，还能保留子宫，

建议她拨打电话：0731-82288163咨询一下。

张女士和丈夫急忙拨打了咨询电话，在

得到肯定的解答后，张女士立即与丈夫来到

了长沙市洪山桥 1 号 163 医院，该院微创妇

产科门诊副主任医师邓曼为其接诊。在 B超

检查中，邓医师发现张女士子宫内共有十几

个肌瘤， 她的子宫已经被异常增大的肌瘤

“撑”得跟正常妊娠 5 个月一样大小，已经影

响了胎儿发育。 考虑到张女士已经生育过，

在征得她及家属同意后，邓医师为张女士施

行了人工流产手术和子宫肌瘤剔除术。

手术整整进行了 1 个多小时，邓医师一

共从张女士的子宫内剥除了十几个肌瘤，大

的直径有 5厘米，小的也有乒乓球大小。

“我知道她得的是多发性子宫肌瘤，谁

知道会那么多。”看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肌瘤，

张女士的爱人后悔不已，同时更加佩服邓医

师的高超医术：“我们算是找对人了。 ”

病因分析

雌激素催生子宫肌瘤

“到目前为止，子宫肌

瘤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

邓医师说，子宫肌瘤的多发

人群是 30 岁 ~50 岁之间的

女性，而青春期和绝经期的

女性很少见，这说明，子宫

肌瘤的发病原因可能跟雌

激素有关。 因为 30 岁 ~50

岁是女性雌激素分泌最旺

盛的年龄。 幼女的卵巢还不能分泌雌激素，

所以小女孩从不长子宫肌瘤，青春期长的也

不多。绝经后的女性由少分泌雌激素到停止

分泌，也很少见子宫肌瘤患者。

另外，女性分泌的孕激素也有促进子宫

肌瘤生长的作用。 邓医师说，这就是为什么

张女士怀孕前子宫肌瘤很小，而怀孕后子宫

肌瘤疯长的原因。

子宫肌瘤也有遗传性。据张女士的爱人

介绍， 她的母亲、 姨妈都是子宫肌瘤患者。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我的临床观察，子宫肌

瘤对雌激素高度敏感，有患者服用避孕药后

子宫肌瘤也出现增大。”邓医师说，建议子宫

肌瘤患者通过其他方式避孕。

心理解读

多数子宫肌瘤不会恶变

临床中不少女性查出子宫肌瘤后惶惶

不可终日，谈“瘤”色变。“事实上，99.5%的子

宫肌瘤都是良性的，不会发生恶变。 ”邓医师

介绍，子宫肌瘤的恶变称为“子宫肌肉瘤”，

多发生在绝经之后。如果女性绝经后子宫肌

瘤不但不萎缩反而快速增长，或者育龄女性

子宫肌瘤不明原因地快速增大，就必须尽快

弄清楚肌瘤性质良恶，以免耽误最佳的治疗

时机。

但并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不会引发

不适症状，邓医师介绍，这主要取决于子宫

肌瘤生长的位置和大小。如果子宫肌瘤长在

子宫黏膜下，会增加子宫内膜的面积，肌瘤

表面还容易溃疡、感染，造成月经量增多、周

期长、经血淋漓不止。“张女士的重度贫血就

是这样引发的。 ”邓医师说。

如果子宫肌瘤长在浆膜下， 也就是突

出在子宫外表面而体积又比较大， 则以压

迫症状为主。 位置靠前会压迫膀胱，引发尿

频、尿急、尿潴留等，位置靠后会压迫直肠

引起便秘等。“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例，患

坐骨神经痛多年找不到病因， 在我这里做

了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坐骨神经痛的症状也

消失了。 ”邓医师说，就因为她的肌瘤长得

太靠后，压迫到了骶神经，这才引发了坐骨

神经痛。

一般来说， 子宫肌瘤不会引起疼痛，除

非发生红色样变。“多见于孕期患者，体内雌

激素、孕激素的刺激使肌瘤迅速长大，血液

供应不足，肌瘤会因为缺血而坏死、出血，这

可能引起下腹剧痛、恶心呕吐、发烧、白细胞

增多等急腹症。 ”邓医师说。

治疗方法

患子宫肌瘤≠切除子宫

即使患了子宫肌瘤，您也大可不必过分

担忧。如果子宫肌瘤直径小于 5厘米而且没

有引发不适症状，患者只需每半年或 1 年做

一次 B超， 只要肌瘤没长大或增长缓慢，就

不需要治疗。“接近绝经期的患者也不用

治。 ”邓医师说，因为绝经后雌激素水平降

低，肌瘤会自行萎缩或消失。

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想开刀，所以很

多患者选择药物治疗的方法。 但邓医师介

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

有确定的疗效。 而且药物副作用较大，会引

发女性的更年期症状，如烦躁、潮热等，甚至

会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

“目前最普遍采取的方法还是手术治

疗。 ”邓医师说，现在无论是开放式手术、腔

镜下手术还是阴式子宫肌瘤挖除， 技术都

已经非常成熟了， 并不是所有的子宫肌瘤

患者都必须切除子宫。 但如果出现子宫肌

瘤大小超过妊娠 3 个月且出血症状明显、

多发性肌瘤有恶变趋势、 做过肌瘤剔除手

术后又复发等情况， 那就真的得考虑切除

子宫了。

最后邓医师提醒，子宫肌瘤不能谈“预

防”，因为它病因不明、防不胜防。 加上子宫

肌瘤一般没有症状，要想早发现、早治疗，必

须定期体检。

健康咨询热线：0731-82288163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有着丰富的妇

产科临床经验。擅长于不

孕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

各类妇科炎症、妇科肿瘤

的宫腹腔镜微创治疗，熟

练掌握腹腔镜、 宫腔镜、

阴道镜、外阴、宫颈聚焦

超声等诊疗技术。

邓曼 副主任医师

“不办自来”的信用卡

“恭喜！ 您申请的长城卡4561已获

批准并于近期寄出，请关注查收！若15

日内未收到， 请致电24小时客服热线

400*******。”

4月15日上午9时30分，馨香雅苑业

主汤伟接到这样一条短信。 当日晚上，

他登录小区QQ群发现， 群里的很多业

主也接到了这条短信。

QQ群里闹开了———

“办信用卡不是要申请人身份证

吗？我连这个银行的人都没见过！”

“是谁把我的个人信息透露出去

了？”

银行：开发商委托我们办的

4月20日下午， 记者赶到了负责给

业主们办卡的该银行河西岳麓支行。该

行大厅工牌为60041的工作人员解释，

馨香雅苑小区办理的670张卡是长城居

家安心卡， 是专为业主代缴电费的，卡

的透支额度只有500元。“这完全是为了

方便业主，如果业主不在家，正好又欠

了电费， 银行就可以先为业主垫付电

费，等他回来再还款。”该行行长办公室

一名刘姓工作人员说，这类卡是不收年

费的，“对业主来说，有利无害。”

具备透支功能的信用卡，一般要求

申请人提交详细的个人信息和收入证

明。既然业主们都未提交任何个人信息，

信用卡是如何获批的呢？“60041”说，这

张卡是由馨香雅苑小区的开发商委托银

行办理的 。“当时还开了委托书。”

开发商：我们委托银行办电卡

记者在这份委托书上看到，委托单

位为湖南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委托书

内容如下：“现委托**银行岳麓支行为

“海林·馨香雅苑” 办理电费借记卡约

670户”。

湖南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一位负

责协调客户关系的罗主任说，为了方便

业主入住后缴纳电费，他们确实委托该

银行办理了电费借记卡。“我们也不知

道为什么办成了信用卡。”

该银行岳麓支行的工作人员说，馨

香雅苑的业主若不愿使用此卡，可以带

上身份证到支行来办理销户手续。湖南

海林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罗主任称，公司

将于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澄清这一事

件。 ■记者 王为薇 实习生 伍丹

670户业主莫名被办信用卡

银行声称是开发商授权委托的 开发商表示要办的是借记卡

律师：银行、开发商都违约了

热线新闻

“如果开发商向银行出具的委托书中明确了办理电费借记卡，而银行办理的却是具有

透支功能的信用卡，那么，银行应在这起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

凡律师说，开发商在未告知业主的情况下向银行透露了业主的个人信息，而银行在未告知

业主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信用卡。开发商未满足业主的知情权，而银行则单方改变了服务

内容，两者都应承担违约责任。“银行必须收回已发放的信用卡，重新发放缴费卡，由此产

生的成本由银行承担； 若由于开发商或银行的单方违约行为给业主造成了经济损失或导

致其信用受到影响，两者应承担赔偿和恢复业主个人信用的责任。”

律师说法

开发商和银行均有责

4月15日上午9时30分左右， 长沙河西馨香雅苑的670户业主齐齐

收到了一条来自某银行为业主办理了长城信用卡的短信。短信中称，信

用卡将于近日寄出。大伙在业主QQ群内一合计：从来没有向该银行提

交过信用卡办理申请，也从未接触过该银行信用卡办理专员，为什么信

用卡“不办自来”了？

4月20日， 长沙市岳麓大道上， 一辆运着树木的汽车在路上疾

驰，从后面看过去好像大树在奔跑一样。

记者 童迪 摄

大树快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