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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动态

国医讲堂

惊蛰节气适合吃梨和豆芽菜

有助生津润肺防风解春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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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身自好 接种疫苗 规律筛查 实现预防和早发现

感染HPV病毒是宫颈癌元凶

健康速递

女性要防更年期远期危害
密切关注骨密度心脑血管和泌尿系健康

HPV疫苗接种+宫颈病变诊治

一体化门诊推进宫颈癌三级防治

肺纤维化无法呼吸生命垂危

一中心医院实施肺移植手术成功救治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宫颈癌是严
重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2020年全球
女性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为60.4万，死亡病例数
为34.2万，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全球女
性癌症第四位，中国女性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为
11万，死亡病例数为6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WHO/IARC）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2 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约为 62000
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2%，死亡病例约为
30000 例，占全球死亡病例的11%。宫颈癌在
我国新发病例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妇产科主任薛凤霞
教授说，宫颈位于子宫和阴道的连接处，宫颈
癌的发生主要由高危型HPV病毒在女性生殖
道持续感染引起，99.7%的宫颈癌中可检测出
HPV病毒，可以说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
元凶。HPV是人乳头瘤病毒的英文缩写，是
一种小的环状DNA病毒，可能侵犯宫颈鳞状
上皮的基底层细胞以及位于宫颈转化区的化
生上皮细胞，外阴和阴道也是HPV易感部
位。HPV主要通过性生活或密切接触传播。
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 HPV
感染，90%以上的 HPV 感染可在 2 年内自

然清除。仅不足 1%的患者因为感染了高危型
HPV病毒或者身体免疫力异常，而发展至子宫
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目前已确定的 HPV 型
别有 200 余种，根据有无致癌性，分为高危型
和低危型。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
WHO/IARC 的建议，将 HPV 16 /18 /31 /
33 /35 /39 /45 /51 /52 /56 /58 /59 /68 定
义为高危型，而将 HPV 26 /53 /66 /73 /82
定义为中危型，其中以 HPV 16 /18诱发癌变
的风险最高。
“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和早期发现的肿瘤疾

病。预防方面，除接种HPV疫苗，女性洁身自
好，避免自己和伴侣多性伴，适当的性生活频
率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不熬夜，保
持正常的免疫水平都可以大大降低宫颈癌的
发生几率。早期发现方面，从HPV感染包括高
危型HPV感染发展为恶性肿瘤，中间可以有10
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可以通过多种筛查手段在
癌前病变期就能实现早期发现。”薛凤霞说。
目前，宫颈癌的筛查推荐TCT（薄层液基制片）
细胞学检测和HPV病毒检测的双筛，建议女性
有性生活后开始规律双筛。TCT可以了解宫
颈细胞是否正常，如果已经或正在发生癌变，
要进一步做阴道镜检查。HPV阳性检测率较
高，但如果一看到阳性就觉得自己得了宫颈癌
也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还要仔细看它的分型，
如果是16/18型就要做进一步检查。其他型别
要结合TCT细胞学检测结果，再决定是否进一
步检查。如果发现癌前病变，简单的治疗就可
以获得理想的疗效，从而避免宫颈癌的发生。

经市卫健委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批
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HPV疫苗接种及
宫颈病变诊治一体化门诊今天正式开诊。
这是HPV疫苗首次在我市公立三甲医院
获批接种，建立起集HPV疫苗接种、宫颈
癌筛查、宫颈病变诊治及科普宣教为一体
的医防融合宫颈癌三级预防体系。该体系
的运行也是我市落实国家《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消除宫颈癌，实现医防结合推
进宫颈癌三级防治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了《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并制定
阶段性消除宫颈癌目标：在2030年需实现
“90-70-90”目标，即：90%的女孩在15岁前
全程接种HPV疫苗；70%的女性在35岁和
45岁接受一次高质量的筛查；90%确诊宫颈

疾病的女性接受治疗。宫颈癌三级预防策略
可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即一级预防，健康教
育、接种HPV疫苗；二级预防，对宫颈癌前病
变进行筛查、诊断和治疗；三级预防，宫颈癌治
疗，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保护女性生殖健
康。此前我市HPV疫苗接种多数在各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者很难获得完整的宫
颈癌筛查和防治知识。医大总医院HPV疫苗
接种及宫颈病变诊治一体化门诊建立后，将为
拟接种HPV疫苗的女性提供接种前的咨询、
筛查服务，以及早发现HPV感染及宫颈癌前
病变；为接种HPV疫苗后的女性建立随访筛
查档案，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诊疗；为已
诊断为宫颈病变及宫颈癌女性提供规范诊疗
及随访管理。目前，拟接种者可以在医大总医
院互联网医院咨询后预约接种。

宫颈癌作为影响女性健康的重要疾
病，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实
现预防的肿瘤疾病。“HPV疫苗用于预防
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引起的宫颈癌，
俗称宫颈癌疫苗，可大大降低HPV感染风
险及HPV相关疾病发生几率。”医大总医
院妇产科副主任王颖梅说。她就市民关
注的HPV疫苗相关问题做出了回答。

现在全球有多少种HPV疫苗？全球
HPV疫苗分为二价、四价、九价三个种类。
国家药品管理局对各类疫苗的特点和接种
程序做出了相关解释和规定。（附表）

HPV疫苗接种年龄推荐？优先推荐9至
26 岁女性接种HPV 疫苗，特别是17岁之前
的女性，同时推荐27至45岁有条件的女性接
种HPV 疫苗。13至15岁女性在首次性行为
前接种HPV 疫苗的获益可最大化。

接种HPV疫苗后的有效期多长？自
2006年HPV疫苗上市以来，长期随访研究
证实HPV疫苗在10年的保护效力，并呈

现12年的保护趋势，最终注射HPV疫苗后免
疫保护能维持多少年，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还
有待继续随访观察。采用数学统计模型预测
疫苗的保护作用长达50年。

在哪里接种HPV疫苗？HPV预防性疫苗
属于二类疫苗，尚未纳入国家计划免疫，属于自
愿自费接种。HPV疫苗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CDC）和各地的CDC管理，并在已取得疫
苗注射资质的医疗机构注射。具体注射地点和
管理办法需要按照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办法
执行，目前多数在各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

王颖梅特别提醒女性，接种HPV疫苗前按
照宫颈癌筛查要求已规律接受过筛查，且没有
异常结果的，无需在接种疫苗前再特意筛查。
如果没有接受过规律的宫颈癌筛查，建议先筛
查，视结果决定是否接种HPV疫苗。需要注意
的是全程接种了HPV疫苗也不等于进了“保险
箱”，接种后仍需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以及时
筛查出其他未包含在疫苗内的HPV亚型感染
及其引发的相关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接种完HPV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

规律性宫颈癌筛查不能省略

时至惊蛰，气温回暖，雨水增多，万物生机盎然。
惊蛰，又名“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针对惊蛰后昼夜温差大且多风的节气特点，天津医院
营养科主任胡若梅说，由于“风为百病之长”，惊蛰防
病首当“防风”，这一时节适当多吃梨和绿豆芽，有助
生津润肺防风解春燥。

胡若梅说，我国北方素有“惊蛰吃梨”的习俗。梨
性寒味甘，有清热养阴、利咽生津、润肺止咳化痰的功
效。惊蛰时节乍暖还寒，气候仍较干燥，很容易使人
口干舌燥、咽痛音哑、咳嗽咳痰，梨既可生津润肺，又
可止咳化痰，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十分适合早春食
用。但要注意的是，其性寒凉，不可一次食用过多，体
质虚弱的，最好将梨煮熟或蒸熟而食。

吃梨的同时，惊蛰节气也宜多吃豆芽菜，尤其是
绿豆芽，于化解春燥最好不过。传统的豆芽指黄豆
芽，主要功效是健脾养肝，由于其所含的维生素B2较
高，春季吃它，也对此季易发的口角炎有一定防治作
用。绿豆芽容易消化，其清热解毒、利尿除湿作用也
最明显，可缓解被春燥所伤的口干口渴、小便赤热、
便秘等症状。

刘克臻 鞠超 丁磊

50岁出头的王女士最近比
较烦恼，每天隔几十分钟，就会出
一次汗。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妇科门诊，郭素杰主任看到王

女士时她还在擦汗。王女士告诉郭主任频繁出汗已经
严重影响了正常生活。经过详细检查确诊，王女士的
情况是更年期综合征的表现，需要干预治疗。

据医大二院妇科主任郭素杰、第三中心医院妇科主
任张爱华介绍，女性更年期综合征高发年龄段为45至
55岁，此时月经不规律，体内激素水平下降，身体开始
衰老，身心出现多种不适症状。常见的有月经改变。月
经周期有时候20天一次，有时候2至3个月一次，量也
是时多时少；血管舒缩症状，表现为反反复复出现的突
然间脸、颈部及胸部皮肤阵阵发红、干热，接着开始出
汗，持续2至3分钟自然好转，一般在晚上发作较重；自
主神经失调症状，如心悸、胸闷，失眠、这儿疼那儿痒反
正就是不舒服；精神神经症状。有的人是烦躁、易怒，四
处发邪火，有人是情绪低落、抑郁、成天唉声叹气。

郭素杰说，出现了这些更年期症状，不可置之不理，
积极科学的调理能减轻其对生活的影响。如尽量保持
心态平和，适度锻炼转移注意力，健康饮食，适当补充维
生素E、维生素D和钙质等微量元素。张爱华还提醒更
年期女性，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竭，身体逐渐失去
雌激素的保护，由此带来的远期危害更要密切关注。比
如绝经后女性的低雌激素状态使骨质大量丢失，要定期
监测骨密度，预防和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绝经后的低雌
激素状态、绝经后脂代谢异常也会引起体重增加，导致
女性冠心病、心肌梗塞等心血管事件多发，因此更年期
女性要高度关注血脂、血糖、血压等指标，发现问题积极
治疗。绝经后女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要高于男
性，可能与绝经后低雌激素水平有关，早发现早干预对
延缓该病进展非常重要。另外，泌尿生殖综合征也是更
年期女性的高发病症，与更年期泌尿生殖道的低雌激素
状态有关。表现为外阴阴道干涩、烧灼感、瘙痒、性交
痛、性生活后出血，阴道分泌物异常，尿急、尿频、排尿困
难、反复发作的泌尿道感染等。

郭素杰强调，更年期女性出现骨质疏松、心脑血管
病变、泌尿系统疾病症状，就需要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
查，包括妇科彩超维度检查、激素检查等，必要时可以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性激素代替治疗。

杨洪雨 陈颖

我市第一中心医院
心血管外科、心肺移植
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成功完成一例重度肺纤维化患者的肺移
植手术。患者日前康复出院顺利回归家庭。

据了解，66岁的韩先生，肺纤维化10余
年，1年前病情进一步加重，活动明显受限，只
能居家间断吸氧维持生活。半年前病情再度
加重，在一中心医院住院治疗，经评估只有肺

移植手术才能挽救韩先生的生命。今年1月
中旬，我市新一轮新冠疫情突起，韩先生病情
恶化，持续吸氧也难以缓解胸闷、呼吸困难的
症状，且卧床、不能活动，睡觉不能平卧。医
院心血管外科、心肺移植科联合麻醉科、手术
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感染科、放射科等
多学科会诊后认为，患者重度肺纤维化、重度
肺动脉高压，同时出现了右心衰，需要尽快实
施肺移植手术。幸运的是，韩先生很快等到

了移植器官。专家们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及
术中、术后的用药方案。

在严格的疫情防控下，1月10日孔祥荣主任
带领心血管外科、心肺移植科团队，医生分为两
组，一组由孔祥荣主任开胸仔细分离粘连的肺脏，
精细分离并切除病变的肺脏；另一组由王凯副主
任医师切取并仔细保护供体肺脏。在麻醉科的
密切配合下，在ECMO辅助下顺利完成了肺移植
手术，手术各吻合口精细无出血，供肺开始呼吸。
供肺冷缺血时间3小时，整体手术时间6小时。术
后12小时，韩先生顺利撤除ECMO，术后20小时
拔除气管插管，病情稳定、氧合良好，术后第二天
就下床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韩先生顺利
出院回到家庭。 魏国新 汤月欣

今天上午，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妇科
将举办义诊活动，地点在该院门诊楼一楼大
厅。本月11日，我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将举行
“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宫颈癌和乳腺
癌防治咨询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该院
将开展宫颈癌、乳腺癌防治的相关科普教育
和义诊咨询，并对100名低收入女性进行宫
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

“三八”多家医院举行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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