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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女士HPV16阳性，TCT正常

宫宫颈颈高高度度病病变变，，术术后后半半年年可可生生娃娃
德州市中医院专家：21岁至65岁女性最好定期做宫颈癌筛查

32岁的许女士半年前
查出了HPV(人乳头瘤病
毒 名 称 缩 写 ) 阳 性 ，但 是
TCT(液基薄层细胞检测的
简称)检查结果正常。7月16
日，她来到德州市中医院妇
产 科 复 查 ，结 果 显 示
HPV16仍为阳性，TCT检
查正常，于是取活检，病理
报告显示宫颈上皮高级别
癌变。

该医院妇产科主任耿
金凤说：“科室自7月1日开
始开展‘健康女人，美丽人
生’公益活动，并推出多个
宫颈癌优惠筛查套餐，已
经有不少女性在筛查过程
中查出宫颈问题，并积极接

受治疗。”
耿金凤立即为许女士

安排住院手术，7月2 0日，
手术如期进行，经过宫颈冷
刀锥切术为患者切除了病
变组织。“耿主任，我还能生
育二胎吗？”许女士悲伤地
问道。耿金凤解释：“癌前病
变并不是癌症，这时手术治
疗不会影响身体健康，术后
恢复半年就可以计划二胎
了。”她的一席话给许女士
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 相 关 调 查 显 示 ，
HPV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人
乳头瘤病毒，高达60-70%
的女性在其一生中都有可
能感染。但大约90%的被感

染女性属于“一过性感染”，
自身免疫系统会将进入体
内的HPV病毒消灭掉，这
种感染叫做“一过性感染”。

“一过性HPV感染”平均感
染时间为8个月，8个月内多
数人可以自动清除病毒，并
不会发展为癌前病变，进而
导致宫颈癌。少数感染了高
危型HPV的女性，如果机
体抵抗力差，无法消灭进入
体内的HPV病毒，导致反
复、持续感染，最终会诱发
宫颈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5—20年。

“如果HPV显示阳性，
特别是HPV16、HPV18呈
阳性，即使TCT结果正常，

也要提高警惕，进一步进行
宫颈活检，明确诊断，如果
TCT检查正常，即使HPV
呈阴性，也要取宫颈活检确
认，以防病情恶化。如果病
情发展到中晚期，就会出现
接触性出血等症状。”耿金
凤说提醒，“健康女人，美丽
人生”公益活动将持续到8
月3 1日，有需要筛查的女
性请及时预约。女性检查
前48小时内不要做阴道冲
洗，不要用避孕药膏等阴
道内用药物；最好不要行
性生活；月经期间不宜进行
检查。检查结果如果是TCT
阴性，HPV阴性，5年后复
查即可。

8月2日，德州市妇幼
保健协会产科青年医师专
业委员会、助产专业委员
会成立暨学术交流会议召
开，会议选出专业委员会
主委、副主委及委员，德
州市妇幼保健协会会长、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理事长
李卫东为德州市妇幼保健
协会产科青年医师专业委
员会、助产专业委员会颁
发牌匾，并为主委、副主
委颁发聘任证书。来自德
州市各医疗机构的100余
名产科青年医师与助产人
员参加会议。

李卫东在会上指出，
专业委员会凝聚了德州市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
典型代表，通过积极开展
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为德
州市各级医疗保健机构从
事产科相关工作的广大医

务人员，搭建起一个组织
管理、学术交流、互鉴合
作 、共 赢 共 享 的 良 好 平
台，希望全体委员、同志
们充分依托平台，凝聚共
识、扩大优势、分享成果、
传播经验，共同促进德州
市产科相关工作不断迈上
新的更高的台阶。

8月3日，来自东莞市
妇幼保健院、济南市妇幼
保健院、德州市妇幼保健
院等产科专家为德州市各
医疗机构100余名产科青
年医师与助产人员进行了
学术讲座，内容有“产程
中异常胎方位的诊断与处
理 ”“ 产 程 进 展 新 理 念 ”

“肩难产的识别与处理”
“ 产 后 出 血 最 新 进 展 ”
“羊水栓塞新进展”等。现
场，青年医师与助产人员
积极学习与交流，并以手

机拍照的方式记录下学术
讲座内容。

据了解，产科青年医
师专业委员会、助产专业
委员会是由德州市妇幼保
健院牵头发起成立的第
17、18个分支机构。2017年
5月至今，德州市妇幼保
健协会先后成立了盆底
功能障碍防治与产后康
复 、护 理 、超 声 、生 殖 保
健、乳腺保健、医院感染
管理、医学检验、后勤管
理、出生缺陷防治、中医、
耳及听力保健、医疗质量
管理、阴道镜与宫颈病理
学、儿童康复、儿科、药事
管理等16个分支机构，旨
在为德州市医疗工作者
提供更多交流学习的机
会，促进德州市医疗事业
迈上新台阶。

(李红)

近日，家住平原县的患儿
琪琪(化名)在家中玩耍时被
热水烫伤，在家长帮助下脱去
衣物，未进行冷水冲洗，在当
地使用外用自制药物，具体
成分不详。患儿未进行肌肉
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创面肿
痛加重，家长这才带她来到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创
疡整形科治疗。患儿经治疗
后，现恢复良好。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烧
伤创疡整形科主任赵法军说，
孩子一旦被烫伤，家长及监护

人一定要冷静、正确处理，以
最大程度减少对孩子的伤害。
不可忽视的是，很多情况下，
孩子被烫伤后，家长会马上
脱掉孩子身上的衣服来查看
伤势，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可看到孩子受伤难免会心慌
意乱，常会胡乱扯掉孩子的
衣服，很容易对烫伤表皮产
生摩擦而加重对皮肤的损害，
甚至将受伤的表皮拉脱，造成
严重后果。

那么，面对孩子烧烫伤，
应该怎样正确处理呢？赵法军

介绍，烫伤急救方法分五步：
首先，将伤处冲水或浸于水
中，如无法浸水，可用冰湿的
布敷于伤处，直到不痛为止
(10-15分钟)；二、除去伤处的
衣服或饰品，若被黏住了，不
可硬脱，可用剪刀小心剪开；
三、将患处浸泡水中(若发生
颤抖现象，要立刻停止泡水)；
四、用干净纱布轻轻盖住烧烫
伤部位，如果皮肤起水泡，不
要任意刺破；五、除极小的烫
伤可自行处理之外，最好送往
医院做进一步创面处理。

除此之外，家长们还要
远离烫伤偏方的误区，那些
所谓的偏方不但不能减轻伤
情，而且会继续刺激创面，加
重受伤程度，增加感染的机
会，也会给医生的诊治造成
困难。最常见的错误方法包
括：烧烫伤后立刻冰敷、涂抹
酱油、醋、酒、牙膏以及其他
有色的药物和偏方。

据了解，德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烧伤创疡整形科承担了
全市及周边地区的重大灾害
事故及烧伤患者的救治，是市

政府指定灾害事故救治单位。
先进的治疗技术及治疗理念
治愈了大量创面偏深的患者，
缩短了治疗时间，避免手术植
皮之苦。对较深烧烫伤及大面
积严重烧伤患者，需采用创
面搔刮术、磨痂术，肉芽创面
自体皮移植术，大面积切削
痂+异体皮(异种皮)覆盖，自
体微粒皮移植术等办法治
疗，最大限度地避免疤痕形
成，或减轻疤痕造成的严重毁
容及肢体功能障碍。

(任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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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检查，即采用液基薄层
细胞检测系统检测宫颈细胞并
进行细胞学分类诊断，它是目前
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宫颈癌
细胞学检查技术，与传统的宫
颈刮片巴氏涂片检查相比明显
提高了标本的满意度及宫颈异
常细胞检出率。同时还能早期
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因此TCT技
术应用于妇女宫颈癌的筛查是
有效和准确的。

HPV则是人乳头瘤病毒名
称缩写。HPV检查主要确认是否
携带有HPV病毒，通常来讲，
HPV病毒持续性感染能够导致
宫颈癌。 (王琰)

为切实提高全市儿童安全输液技能水平、规范技术操作
流程，德州市护理学会于7月28日举办了德州市2019年“儿童
安全输液护理技能大赛”。比赛分为理论测试和技能操作两
个环节，重点考查儿科专科护理知识，技能操作考核儿童静
脉留置针的规范操作，同时关注护士的人文关怀能力、互患
交流的意识。 (李梦娇)

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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