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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吃半块月饼足够了 流感高发期注意加衣
中医专家为本报读者传授秋季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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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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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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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0-28℃
阵雨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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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些妇科炎症由于慢性发作，
症状不明显很容易被女性朋友所忽视，比
如，宫颈糜烂。宫颈糜烂是女性常见疾病，许
多女性患病后不重视不治疗，经过长年累月
的恶性循环，很容易导致癌前病变。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主任刘芳
指出，宫颈糜烂的癌变几率在众多妇科疾病
中排首位。 据临床数据统计表明，因宫颈糜
烂发生宫颈癌者比未患此病得宫颈癌者的
几率高 10 倍， 故发现宫颈糜烂必须认真治
疗，直到彻底治愈。

【临床案例】因小失大，宫颈癌前病变

“这回我真是捡回来一条命，以后一定
要定期做检查！ ”41 岁的肖女士事业有成，
六年前， 她在体检中查出患有宫颈糜烂，由
于症状不明显， 个性坚强的她一直没当回
事，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渐渐地，肖女士
白带异味、 尿频尿急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还
时常有不规则出血的现象。肖女士不敢大意
了，于是通过热线 0731-88883318 预约了武
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的妇科普查。检查
结果令她大吃一惊，自己居然患了宫颈癌前
病变。 肖女士当下就预约了手术。 并于第二

天在门诊顺利实施了微创利普（LEEP）刀手
术，阻止了进一步的恶变发生。

【专家解读】宫颈癌 出血是前兆

据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主任刘
芳介绍，80%的宫颈癌患者都会有“接触性
阴道出血”症状，颜色鲜红，出血量可多可
少，但大多可自发止血。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同房后出血”。 需要提醒的是，宫颈良性病
变也会表现为“接触性阴道出血”，例如宫颈
糜烂、宫颈炎、宫颈息肉等。当发现患有宫颈
重度糜烂时，要及时治疗。 因为宫颈糜烂患
者发生宫颈癌的几率，往往比普通人高出约
十倍， 它可能是引起宫颈癌的可疑信号之
一，千万不能忽视。

【健康提醒】定期妇检 把握健康

刘芳强调，把握健康切记“三早”，只有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让女性远离癌
症困扰。 据刘芳介绍，如果查出患宫颈糜烂
或是宫颈癌前病变，基本上都可以采用先进
的“微创利普（LEEP）刀技术”来治疗，无需
住院和开刀，不会对生育造成影响。 如果是
原位癌，可以采用锥形切除手术治疗，手术

后 3至 4天就可以出院了。女性朋友如果有
任何健康问题， 可直接拨打 24 小时健康专
线（0731）8888�3318 或加 QQ：800007138 进
行咨询。 此外，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率先在
湖南省贯彻执行卫生部《在公立医院施行网
上 预 约 诊 疗 服 务》， 登 陆 网 站 ：www.
88883318.com预约手术更方便、更优惠。

■记者 劲佳 通讯员 景俊

【健康链接】
宫颈癌的三阶梯筛查

宫颈癌是感染性疾病， 一般是由高危型
HPV持续感染引起。 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可
以治愈的疾病，患者不要过于恐慌。 目前，国
际上诊断宫颈癌最先进的技术是“TVC三阶
梯诊断技术”， 该项技术是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推荐并大力推广的一项妇科新技术，
可以提前 10年诊断出宫颈癌。武警湖南省总
队医院妇产科率先在湖南开展该项目。那么，
到底什么是“TVC三阶梯诊断技术”呢？

第一阶梯：TCT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
TCT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薄层液基细

胞学技术，在显微镜下用电脑观测宫颈细胞是
否有异常，因为宫颈癌变最早是从宫颈细胞异

变为不典型细胞开始的。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也可以进行HPV检测，准确度会更高。

第二阶梯：数码电子阴道镜检查
在电子阴道镜高倍放大 40 倍的情况

下，观察宫颈癌前病变高发区表层的细微变
化， 对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早期发现、早
期诊断具有重要辅助价值。

第三阶梯：组织病理学检测
如果 TCT 检查中发现异常， 应在阴道

镜特殊染色指导下取活检，对可疑病变部位
多点活检， 并分别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即
可确诊是否发生宫颈病变。经过以上三个阶
梯的检查， 就可以确定是否发生宫颈病变，
可早期发现宫颈癌，防患于未然。

哪些女性需要做“TVC三阶梯诊断”
一般来说， 宫颈癌多发于 35 岁以上女

性，但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年龄呈现低龄
化趋势。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性生活
过早、有多个性伴侣、滥用避孕药、多次流产
等。 因此，对于 18岁以上、有过性生活，且患
有宫颈疾病的女性都应该定期做“TVC 三
阶梯诊断”。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朋友至少每
年做一次宫颈普查， 及时发现宫颈病变，将
宫颈癌扼杀在萌芽状态。

宫颈糜烂位列女性致癌疾病榜首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专家提醒：牢记“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远离癌症困扰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覃路莹
通讯员 张亚利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要到了，中秋是气
候转换分界点。一过中秋，就真正进入了传
统意义上的“多事之秋”：天气明显转凉，早
晚温差大，人体新陈代谢渐缓，容易感冒、咳
嗽。除上呼吸道毛病外，有些人会有皮肤干
燥，腹泻、便秘、肠胃功能失调等症状。

如何度过这个“多事之秋”？记者咨询了
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院长柏正
平教授，他给出了四大建议。

1 月饼不是人人皆宜
过中秋吃月饼，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然而，月饼并不是人人皆宜。
“尽管现在的月饼花样百出， 但基本

上每一种月饼的含糖量都很高。” 柏正平
说， 糖尿病人和儿童不宜过量食用月饼，
因为月饼含糖量极高，对糖尿病患者健康
损害较大，儿童脾胃比较脆弱，食用月饼
过量会造成食欲不振甚至不能进食。成年
人过量食用月饼也会对肠胃造成较大负
担。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天不超过半块月
饼，儿童和老人酌情削减。

2 昼热夜凉小心流感
秋季气温昼热夜凉，长沙又进入了季

节性流感的高发季节。
流感潜伏期1～3日， 最短数小时。流

感亦可引起心肌炎、脑炎。老幼体弱者易

并发细菌性感染，应注意防范。秋季流感在
预防上，应注意随天气变化增减衣物，加强
室内通风，保持空气新鲜；注意个人卫生，经
常洗手； 坚持有规律的适合个体的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劳逸适度，生活规律。儿童应
加强户外锻炼，减少到公共场所活动。此外，
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也是防范流感的有效
办法。

3 饮食少辛增酸
柏正平表示，秋季阳气开始下降，万物

成熟，是收获的季节，人身顺应自然界敛藏
之性，毛窍渐闭，收藏阴津。生活起居可适当
减少运动，避免大汗淋漓，使阳气随阴津外
泄。

饮食则适当增加酸味食品以助收敛，忌

食辛味等发散之品。如葱、姜、蒜、韭、花椒要
少食，适当多吃酸味的水果；可服一些具有泣
肺功能的新鲜瓜果、蔬菜：梨、柿、香蕉；胡萝
卜、冬瓜、银耳等。早上喝粥以养胃气，如甘蔗
粥、玉竹粥、沙参粥、生地粥、黄精粥等。还应
忌苦燥之品，以免伤津耗气。

4 谨防肠道传染病
秋后天气转凉，人们的食欲随之旺盛，进

食增加，使胃肠道的负担加重，肠道抗病能力
也减弱，受凉后，易发生腹泻。

预防秋季腹泻， 要注意饮食卫生， 勿食
生、冷的食物，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尤其
要做到饭前便后洗净手。应注意多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保持充足的睡眠和丰富的营养，有
助于预防肠道传染病。

据报道，小吃店的一次性
筷子黑幕重重， 所谓消毒筷，
很多没保质期。霉变的筷子含

黄曲霉素，极高致癌风险。关于一次性筷子的
保质期， 早在2006年， 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
《食品用包装容器工具等实施细则》中就有明
确规定，筷子的包装袋上应该明确标注“经消
毒的一次性餐具最多保质4个月，超过保质期
不可再出售或使用”。此外，生产厂家还应向
商家提供一次性筷子的检测合格报告， 食品
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过期产品， 就要作出相应
处罚。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告诉

记者，之所以一次性筷子要设保质期，是因
为制作筷子的木材或竹材里包含一定的水
分，时间一长就容易发霉。在夏秋雨季或南
方较为潮湿的环境里， 一次性筷子更易发
霉，轻则出现异味，重则会产生致癌物质。发
霉的筷子里含有各种霉菌，严重的会滋生出
“黄曲霉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主任徐
志坚表示，霉菌是增加致癌风险的因素之一，
并且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繁殖， 而黄曲霉素
被广泛认定可诱发肝癌， 如果消费者多次使
用霉变的筷子，确实存在一定的危险。

■据生命时报

一次性筷子生黑斑别用
滋生的“黄曲霉素”可诱发肝癌

9月7日，秋高气爽，一位市民坐在长沙市湘江风光带上
惬意地打着哈欠，他身边的小狗看到我在拍照，转过头对着
镜头露出憨笑。 记者 范远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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