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孔雨童)10月12日，由齐鲁晚
报、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妇产
科联合主办的“关爱女性健
康 科普在身边”巡回健康
公益讲座活动启动仪式即首
场讲座在槐荫区顺祥街社区
举行，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妇
科主任董娟针对女性日常生
活最关注的“宫颈癌的预防”

“妇科炎症的预防”“子宫异常
出血”“产后盆底康复”“痛
经”等多个主题，给社区女性
带来了一堂生动实用的“健康
公开课”。

12日下午，槐荫区顺祥街
社区居委会近百人的会议室
内，坐满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
居民，不少人抱着孩子也带着
纸笔准备认真记录。“相关数
据显示，79%的女性患有不同
程度的妇科疾病，今天主要是
针对大家日常生活中，也是临
床上最常见的一些妇科问题给
大家讲讲。”山东省立医院西
院妇科主任董娟，从宫颈癌的
预防、妇科炎症的预防、产后
盆底康复、更年期综合症的预
防、子宫异常出血、导致月经

异常及痛经的原因以及宫腹腔
镜的微创手术等多个主题跟大
家进行了交流。“我就是这个
毛病”“是这么一回事啊”讲
座过程中，不断有女性居民发
出感叹。一个小时的“课程”
结束后，董娟主任在现场给大
家一对一解答了一些日常生活
中的女性健康问题。

“看得出来大家今天兴致
很高，因为女性的一些常见问

题确实困扰着很多居民，大家
也想多学习。”顺祥街社区居
委会副主任杨瑞峰告诉记者，
今天，她看到小区里来了不少
不同年龄层的居民，甚至一位
90多岁高龄、患癌三年的女士
也在家人陪同下坐着轮椅过
来了。据了解，顺祥街社区现
辖居民6000余人，这已经不是
他们第一次承办类似的公益
讲座。杨瑞峰介绍说，此前他

们也举办过“慢性病如高血压
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百姓
合理膳食”“家庭突发事件紧
急救护”等主题的专题讲座，
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老百姓
的欢迎。“有时候隔一段时间
走在小区里，就有居民问我，
杨主任咱下一场健康讲座什
么时候开，下期讲什么啊。他
们听完了会应用于日常保健
和生活中，这种活动还是非常

有意义。”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意见》指出：把
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
健康的前提，要增进全民健
康 ， 前 提 是 要 提 高 健 康 素
养，要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
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
和能力，并且将“健康知识普
及行动”作为15项行动中的第
一项。与此同时，作为承担着
重要社会和家庭角色的女性
群体，却存在着健康保健知识
欠缺的普遍现象，在临床上因
为这种欠缺造成病情延误、恶
化，甚至危及下一代的情况
亦十分常见。

在此背景下，2019年10
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启动“关爱
女性健康 科普在身边”巡回
健康公益讲座活动，拟在槐荫
区、天桥区、市中区走进31个
社区，邀请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的知名妇科专家，面向社区群
众的健康需求，开展不同专题
的科普公益讲座。有意向参与
的社区，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
-85196052报名参与。

“关爱女性健康，科普在身边”巡回健康公益讲座启动

1122日日，，首首场场讲讲座座在在槐槐荫荫区区顺顺祥祥街街社社区区举举行行

关于如何预防妇科炎
症，董娟给出如下建议：

1、勤换内裤，宜穿纯棉
内裤。

2、特殊时期(经期、产
后、流产)要做好外阴的清洁
工作，不可滥用外阴洗涤剂。

3、注意性生活卫生，男

女双方均应清洗外阴。
4、饮食应清淡,辛辣、刺

激、油腻、高糖的食物,建议
少吃或不吃。

5、适量补充维生素c、b-
胡萝卜素，微量元素锌和硒
的摄入。维生素c可以起到增
强免疫力的效果，还可以抑

制病毒所造成的伤害。增强
免疫细胞需要锌和硒，缺乏
这两种微量元素，会导致免
疫系统低下，b-胡萝卜素在
体内会转化为维生素a，有助
于保护免疫系统免受自由基
分子的攻击，并具有明显的
免疫增强作用。

公开课主题二：“如何预防妇科炎症”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

性肿瘤。原位癌高发年龄为30—
35岁，浸润癌为45—55岁，近年来
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每15分
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宫颈癌。人
乳头瘤病毒(HPV)是人类癌瘤发
病中唯一可以确认的致癌病毒，
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是形成宫
颈癌的主要原因。研究证明：预防
HPV感染就可以预防宫颈癌，没
有HPV感染几乎就可以不患宫
颈癌。性交和/或生殖道皮肤对皮
肤的接触是HPV最主要的传播
途径。

宫颈癌的早期信号包括以
下：白带增多：初期可无异常气
味；白带异常：可以混有血性，
伴有恶腥味等；阴道不规则出
血：多见于性交出血、下腹用力
有出血、绝经后出血等；宫颈糜
烂：年轻女性宫颈糜烂经久不
治，或是更年期仍有宫颈糜烂。
上述对象均有必要做宫颈TCT
细胞学检查。

一级预防——— 接种疫苗：
目前认为疫苗的保护率在

70%-80%以上。我国免疫预防的
建议，是对13-15岁的女孩进行
HPV疫苗接种。

二级预防——— 筛查：
先行宫颈细胞学检查，倘

若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就不必
再做阴道镜检查及其它检查，
倘若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发现
异常细胞或可疑癌细胞者，应
行阴道镜检查，并在阴道镜直
视下，对可疑的病变部位钳取
小块组织，进行病理组织学诊
断。所以宫颈细胞学检查是筛查
宫颈癌，发现宫颈早期病变的首
选方法，而TCT与TBS描述性分
类诊断相结合又是目前国内外
最先进、最科学的检查方法之
一。一般建议凡年满18周岁有
过性生活的女性；性生活史1年
以上的女性都应每3年一次宫颈
癌筛查。65岁以后无需继续各
种形式的筛查。

三级预防——— 活检：
如果宫颈组织第一步筛查有

问题，需要继续做宫颈活检；或者

医生肉眼已经高度怀疑宫颈癌
变，也可以直接做宫颈活检。有条
件的话，可以在阴道镜放大情况
下取可疑组织活检，其病理用于
诊断，可谓金标准。

经过这三步，基本上，宫颈癌
无处遁形。

宫颈癌的病因学显示，持续
的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
染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首要因
素。我国常见的高危型HPV包括
16、18、31、33、45、52、58等。

HPV主要通过性生活传播，
大家应当杜绝与宫颈癌相关的其
他高危因素及不好生活习惯或状
态。

1、同时期有几个性伴侣，或
者对方有过多个性伴侣。

2、如果你的性伴侣他或他的
性伴侣有人得过阴茎癌或宫颈
癌，你也属于高危。

3、性传播疾病导致的炎症对
宫颈的长期刺激；生殖器官炎症
常年不愈、吸毒、HIV阳性，也是
HPV感染的高危人群。

4、吸烟：摄入尼古丁降低机
体的免疫力，影响对HPV感染的
清除，导致宫颈癌特别是鳞癌的
风险增加。

5、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服用
口服避孕药8年以上宫颈癌特别是
腺癌的风险增加两倍。

6、免疫缺陷与抑制：HIV感
染导致免疫缺陷和器官移植术后
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导致宫颈
癌的发生率升高。

如何选择宫颈癌疫苗呢？可
以阅读下图：

公开课主题一：“如何预防宫颈癌”

说到更年期大家都不陌
生，城市女性一般在45岁左
右进入更年期，但由于多种
原因我国女性的更年期年龄
在不断地提前，甚至有女性
才35岁就绝经进入更年期，
严重地困扰着妇女的正常生
活。绝经是女性更年期到来
的一种生理表现。更年期会
使女性变得暴躁，不乐观，还
会有抑郁症的倾向。

更年期的女性身体有哪
些症状呢？

如：血管功能失调，月经
失调，精神、神经症状，性欲
减退，肿瘤易发等等。

那么，又如何预防更年
期综合症呢？有以下建议：

1、更年期女性适量补
钙，多晒太阳。

2、保持良好的积极乐观
的心情，处理好家庭、社会关
系。更年期有些女性情绪易
于激动，需要家人的体谅与
关心。

3、女性一定要将自己的
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要积
极地进行体育锻炼,适当锻
炼能促进血液循环,并维持
神经系统的稳定性，使得身
体各个器官都更加年轻,可
以有效预防更年期的提前。

4、提前正确认识本病的
发病原因及其临床表现，做好
心理准备，既使提前出现早期
临床症状，也不会因此而紧张
不安。

以上4条是预防更年期
综合症的正确做法，即使患
上更年期综合症也不要过分

担心，因为随着医学的发展，
已经有药物可以对女性更年
期综合症进行干预。

更年期女性有哪些注意
事项？

1、定期妇科检查，更年
期是妇科恶性肿瘤的高发时
期,要每半年至一年作一次
妇科检查,以便及早发现更
年期常见的器质性病变,如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 ,卵巢
癌、外阴癌。

2、注意月经变化，当你
月经过多时,你要考虑贫血
的可能,以及子宫内膜异常
增生的可能,要及时就医诊
治。当你发现绝经后出血,要
引起警觉,因这往往是生殖
器癌症的信号,切忌忽略或
害怕求医,贻误治疗时期。

公开课主题三： 如何预防应对更年期综合症？

讲座专家
介绍

董 娟 ，
女 ，主 任 医

师，硕士学位。
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

医学系，2006年7月至2012
年12月于山东省立医院西
院从事妇产科专业，2013年
至今于山东省立医院西院
从事妇科专业。

掌握妇科常见病、多发
病及疑难杂症的诊治，擅长
子宫异常出血、月经不调、
各种阴道炎、宫颈病变的诊

治。擅长妇科肿瘤、宫外孕、
宫腔镜、腹腔镜及各种妇科
门诊手术。

任山东省计划生育委
员会委员，山东省妇幼保健
协会妇科分会第一届委员
会委员，山东省妇科联盟-
盆底学组委员会委员,省微
量元素科学研究会妇产科
专业委员会委员。被山东省
济南市槐荫区健康教育专
家库特聘专家。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妇科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妇
科是该院传统优势科室，年

住院病人1000余人次，大型
手术500余台，门诊手术4000
余台。目前科室门诊开展主
要业务：B超引导下无痛人
流术、不孕症等疾病，宫腔
检查术、宫颈糜烂的聚焦超
声治疗、阴道镜检查、阴道
镜下宫颈活检术、宫颈二联
防癌筛查(TCT、HPV分型检
测)以及输卵管通液、取放
环、诊断性刮宫术等常规手
术及检查。在治疗异常子宫
出血，月经不调、子宫内膜
异位症以及下生殖道感染
等疾病受到患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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