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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起维和警服， 罗彬显得尤为帅

气，他说能代表着祖国出征，让他觉得特

别自豪。 聂诗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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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因疏忽而遭子宫肌瘤“暗算”

疏忽大意失去做母亲资格

32 岁的戴女士是个事业女性， 为忙

于工作虽已结婚但一直没有生育。 4 年前

她在体检时查出子宫内长有 2 个小肌瘤，

但她没有丝毫症状， 因此一直没有在意。

从 2009 年下半年开始， 她开始经常出现

下腹痛的症状，她又把此当作痛经没放在

心上。

2010 年 6 月开始， 她出现了阴道经常

性不规律出血，腹痛频率加大，她身边的朋

友也说她比以前消瘦而憔悴， 这才开始重

视。 但去医院的检查结果让她很是害怕而

后悔：肌瘤数量已经达到 6 个，最大的肌瘤

比拳头还大，且无法进行保守治疗，医生建

议尽快行子宫切除手术。 她不相信自己会

遇到这样的悲惨遭遇，因为自己尚未生育，

如果切除了子宫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做母亲

的资格。她咨询了很多医院，但得到的都是

一样的结果：必须切除子宫。 万般无奈下，

2011 年 6 月中旬， 她在长沙 163 医院微创

妇产科接受了超微腹腔镜下的子宫肌瘤剔

除术。

对待肌瘤宜 " 三早 "

��������都市女性工作压力大， 精神紧张，许

多人每个月总有几天不自在———痛经！ 可

没几个人想过为此看医生， 大都觉得熬过

那两天就好了。 长期痛经不只影响正常生

活， 更可能侵犯其他器官让你患上子宫肌

瘤。

子宫肌瘤在宫腔内占位， 影响经血排

出，因此引起子宫异常收缩，发生痛经，并

伴有月经量多及周期紊乱， 甚至会导致不

孕症。肌瘤本身在一般情况下不发生疼痛，

最容易让女性朋友们误认为是痛经，" 不妨

大碍 " 忍一忍就可以过去了， 这种做法致

使很多病例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 造成

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甚至因为瘤体恶变追

悔莫及。

专家提醒： 对付子宫肌瘤一定要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 早预防主要是要保持

良好的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 而定期体检

有助于子宫肌瘤的早期发现， 一旦发现有

肌瘤应积极治疗， 很多小的肌瘤在早期都

能通过中西药而进行有效控制。

明智选择诊治措施很关键

子宫肌瘤的诊断对医学来说并非难

事，在综合性大医院，借助实时三维彩超等

先进手段，鉴别肌瘤准确率可达 95%以上。

而在治疗上，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先进的

治疗措施可以根据每位病人的需求制定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 彻底改变以往对子宫肌

瘤“一切了之”的单一措施局面。

在长沙 163 医院微创妇产科我们了

解到， 该院对子宫肌瘤就有着药物保守治

疗、 微创手术治疗和传统开腹手术三大系

列措施。在微创手术治疗方面，已经为很多

患者实施了超导消融刀不开刀治疗、 超微

腹腔镜下的肌瘤剔除、 阴式手术以及子宫

次全切和子宫全切手术。

治疗原则是根据病人的年龄、生育要

求、肌瘤的大小和部位以及有无症状和合

并症等，进行全面分析，确定方案。 例如，

对于肌瘤数量较少、 瘤体 2～5cm 大小的

患者， 该院一般以超导消融刀进行治疗。

由于消融刀头是经人体自然腔道介入至

病变部位，通过生物高热效应，使病变组

织在热凝过程中脱水、凝固、变性和灭活，

因此治疗后腹部无任何疤痕且保留了子

宫的正常功能，非常适宜有生育需求和爱

美的女性。 自引进该美国技术以来，已经

有数千位子宫肌瘤患者在超导消融治疗

后成功受孕。

长 沙 163 医 院 微 创 妇 产 科 电 话

0731-82288163或登录网址 www.163fck.

com咨询预约专家特色诊疗。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在 30岁 ~50岁女性中发病率较高，30

岁以上的女性发病率约为 30%，但因为很多患者早期没有太大的不适感，等临床症状明显

再去医治，肌瘤已经长大、数量增多、对身体甚至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不得不面临切除子宫

的遗憾。 专家提醒：对待子宫肌瘤请莫忽视。

作为一名警察， 能经过层层考核，成

为一名世界维和警察应该是件让人高兴

的事。7月11日， 得知自己成功选上后，29

岁的常德警察罗彬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却

陷入了苦恼中。

按照上级通知，17日罗彬将离开常

德，28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

任务。而18日就是妻子的预产期，在老婆

预产期前一天出远门执行任务，这让罗彬

觉得怎么都开不了口。

“如能看着孩子出生该多好”

7月11日， 罗彬正式接到公安部下达

的《任务通知书》，经过联合国的严格甄选

考试，他成为了一名维和警察。

“不知怎么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她就

知道了。”说起妻子，罗彬表情充满愧疚，

语气也一下变得轻柔起来。“18日是她的

预产期，我却不能守在她身边，是我做丈

夫的失职。”

罗彬的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直

都很支持丈夫的工作， 但在这个事上，她

还是闹过小别扭。“虽然我对他充满信心，

但还是会担心他的安全。我的预产期快到

了，可是他却不能看着孩子出生。”罗彬妻

子说话的语气饱含着委屈，但是眼神里却

充满着对丈夫的爱意与不舍。

“这几天我天天安慰妻子，希望她不要

那么难过。”罗彬在离别前这几天想尽了办

法让妻子开心，他深知他要离开妻子一年，

而且又是在这特殊时候离开她出远门，妻

子心里肯定会不好受。“而我要是能看着孩

子出生又该多好呀。”罗彬惋惜地说。

“不管怎么样我也该试一试”

罗彬2003年毕业于警察学院，2004年

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在其8年的

警察生涯中， 获得过大大小小各种荣誉，

说起过往的荣誉，他轻描淡写。能成为一

名世界维和警察一直是他的梦想。

去年9月， 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组建

维和部队的通知，但是，在第一次报名的

时候，罗彬却因为对自己的英语信心不足

而退缩了。

“第二次报名，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也应

该试一试，这是一个学习历练的绝好机会。”

罗彬表现着典型“80后”的冲劲与锐气。

通过多种基本技能测试、面试等环节，

今年年初， 罗彬到河北廊坊接受了两个月

的军事化封闭管理培训。“在里面的培训是

很苦很累的，竞争也非常激烈。每一轮考试

过后，不合格的就收拾包袱离开。”

“我保证不辜负祖国的期望”

“我的弱项是英语，压力非常大。在训

练营里， 我们有的老师还是联合

国的官员，我们上课、交谈、考

试全是英语，不管你听不听得

懂。 我只有自己一个劲地恶

补。” 罗彬说：“维和部队其实

也是一个小的‘联合国’，由30

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组成，

我唯一想的就是，我不能筐瓢，不能

让别人看笑话。”

最终，“霸得蛮”的罗彬一路过关斩将，

顺利地完成了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

驾驶、 射击等39门课程的学习培训与考试

考核。由于表现突出、成绩优异，他还被公

安部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评为优秀学员。

说起即将开启的维和征程， 罗彬一脸

平静：“我已经做好了全身心的准备， 一定

会如质如量地完成任务， 不辜负祖国的期

望。” ■见习记者 聂诗茼

当维和警察有多难？常德小伙：先过39道选拔

妻子预产期前一天他要出国维和

新华社7月13日电 由于父母大意，

让心情抑郁的外婆照看年仅8个月大的

女儿，结果熟睡中的女婴被抑郁症发作

的外婆用菜刀活活砍死。7月7日， 衡阳

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了犯罪

嫌疑人杨某。

今年63岁的杨某一直与女儿罗某、

女婿龙某租住在衡阳市蒸湘区立新大道

某出租房内，今年6月18日，杨某趁女儿

罗某外出买菜之时， 想起女儿女婿经常

为家庭生活、小孩吵架不和，心生怒火的

她就从厨房拿起菜刀对着正在熟睡的外

孙女脖子连砍三刀， 造成婴儿头部离断

而死亡。然后杨某洗尽手上的血迹，到公

安机关投案自首。

武警总医院心理学专家史宇说，近年

来有关老年人暴力犯罪的报道屡见不鲜。

这起案件中老人由于对女儿女婿吵架不

满，压抑的情绪又得不到宣泄，这才导致

了悲剧的产生。 “中国家庭有让老年人帮

助照顾孩子的传统。老年人付出时间与精

力， 却常常得不到子女的尊重和认可，有

时反招来子女的埋怨，这让许多老年人产

生了巨大心理落差，进而产生失落、抑郁

等不良情绪。”

史宇等专家呼吁，为人子女应尊重父

母，不能把老人看成照料孩子的“廉价劳

力”。同时，老年人也应该注意调整自己的

心态， 可以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排解忧

虑，让生活更加阳光。 ■记者 谭剑 帅才

抑郁症发作，外婆砍死外孙女

事发衡阳，专家呼吁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

新华社长沙7月13日电 记者今日从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获悉， 十余名本地渔

民日前在洞庭湖下楚咀附近水域利用磁

铁打捞废铁时，意外捞出了7门清代吴三

桂军队的大铁炮。专家认为，这既是研究

吴三桂反清的重要史料实物， 也见证了

洞庭湖的湖域变迁。

据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李鹰

介绍，炮体表面已严重锈蚀，但炮身上阴

刻的“重五百五十斤”“重三百五十斤”

“周二年□月铸” 等字样依然清晰可辨。

据此初步确定它们的铸造年代为1678

年—1679年， 炮系明末清初吴三桂军队

与清兵交战时所留。

在当地文物专家的抢救性保护下，

这些大铁炮已洗去满身尘埃， 露出昔日

光芒。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十三年，吴三

桂在云南举兵反清，掀起“三藩之乱”，并

于1678年在湖南称帝，立国号为“周”。其

部将吴应麟据守岳州（今岳阳）金鹗山，

水师扼守城外洞庭水陆要道，并“造船铸

炮，为固守计”。康熙派兵与吴军在岳阳

对峙达5年之久。30多年前， 金鹗山曾发

现两门铸有“周” 年号的吴三桂军队铁

炮。

李鹰说， 为了有效地保护好出水文

物， 岳阳市博物馆将7门大铁炮收藏入

库，正在进行防腐除锈处理。待处理修复

好以后，可能会向社会展示。

■记者 黄兴华 明星

洞庭湖捞出7门吴三桂军队大炮

30多年前，在岳阳金鹗山也曾发现两门类似铁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