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妨碍受精卵着床，影响胚胎发育

子宫肌瘤可能引起孕后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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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子宫肌瘤还能怀
孕吗？我刚结婚就查出了这
个病，听检查的医生说有长
了瘤子不好怀上，是真的
吗？”6 日，市民陈女士向记者
咨询道。对于她的疑问，解放
军第八十八医院妇产科的于
兴江教授表示，子宫肌瘤不
光会影响怀孕几率，即使怀
上了孩子，也有可能因子宫
肌瘤而流产。除了子宫肌瘤
外，于兴江教授还向记者介
绍了卵巢囊肿和宫颈粘液粘
稠两个常见的可能导致不孕
的疾病。

子宫肌瘤

过大导致流产

“临床诊疗中常遇到一
些女性认为子宫肌瘤不会危
及健康，不像以前那么恐惧，
在治疗上也松懈下来了，很
多人认为不用管它，以后自
然就消了。其实它长在身体

里对市民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的，比如它可以影响怀孕甚
至导致流产。”6 日下午，解放
军第八十八医院妇产科副主
任于兴江教授介绍说。

子宫肌瘤主要由子宫平
滑肌细胞增生而形成的，其
中有少量结缔组织纤维，其
确切的名称应为“子宫平滑
肌瘤”，统称为子宫肌瘤。子
宫肌瘤早期无明显症状，只
有肿瘤长到一定程度时，方
才显露症状。如肌瘤压迫膀
胱和尿道，产生尿频、尿急、
排尿困难等。

通常情况下，如果肌瘤
本身向宫腔内生长，犹如宫
腔内异物刺激子宫，促其发
生痉挛性收缩，导致流产。
而平时子宫肌瘤作为异物
占据子宫，往往妨碍孕卵着
床，阻止精子运动，影响胚
胎正常发育。“受精卵就像
一粒种子，子宫腔就像是土
地。土地发生了变化，不仅

影响种子的种植，而且妨碍
已着床(种植)的受精卵生
长，造成流产。”于兴江教授
形象地比喻道。

卵巢囊肿

也会影响受孕

“生育的物质基础是卵
子和精子，卵子是由女性的
卵巢产生的，所以如果卵巢
出现了问题，当然会影响怀
孕了。”于教授介绍道，卵巢
位于盆腔内子宫的两侧。由
于种种原因，卵巢可以发生
病变，如炎症、肿瘤等，病变
可以发生于一侧，亦可双侧
同时发病。当卵巢囊肿生长
过快过大时，可以影响卵巢
的血运和排卵；当囊肿出现
急慢性扭转、破裂时，影响卵
巢血运和引起坏死，继而出
现卵巢功能障碍和不排卵，
这样就会影响育龄妇女怀
孕。

宫颈粘液黏稠

妨碍受孕

“女性朋友可以试试这
个自查的方法：清晨醒来时，
空腹并排空大小便，在床上
取仰卧位，屈髋屈膝，腹部放
松，用指尖压下腹各部，尤其
是两侧，仔细触摸有无包
块。”于教授边演示边介绍
道。他提醒，妇女若持续腰围
增粗和(或)腹胀，切莫臆断自
己是在“发福”而置之不理，
应到医院接受妇科及B 超检
查，以确定该现象是否因卵
巢肿瘤引起。“第三个常见的
影响生育的疾病是宫颈粘液
粘稠，这在我们门诊上也经
常遇到。”于教授提醒，女性
如果患有妇科炎症，切不可
拖延不治，更不要乱用药。一
个小小的炎症可能就是导致
不孕的病因。因为宫颈粘液
会因妇科炎症而出现改变，

从而影响精子通过，有的甚
至还会吞噬精子。

据了解，宫颈粘液是宫
颈粘膜腺细胞分泌物质一种
很神奇的物质，它不但会随
着女性排卵周期的变化而变
化，还能帮助精子运动。因为
宫颈粘液是含有糖蛋白，血
浆蛋白，氯化钠和水分的水
凝胶。可是，当女性的妇科疾
病发作时，宫颈粘液发生变
性，如果是宫颈糜烂引发的
宫颈粘液粘稠，会使精子难

以通过；炎症分泌物可消耗
精子的能量，甚至吞噬精子；
细菌的毒性还会使精子丧失
活力。于教授表示，对于宫颈
粘液少而粘稠的首先要寻找
原因，如果是炎症造成的首
先治疗炎症，如果由于雌激
素水平低或是应用促排卵药
造成的，可应用雌激素疗法。
市民如遇到妇科疾病方

面的问题，可直接拨打解放
军第八十八医院妇产科电话
6218080咨询。

“创可贴”包扎别超过两天

有此一说

创可贴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常用的一种外科
药，然而使用不当则会造
成皮肤感染。创可贴具有
暂时止血、保护创面的作
用。由于结构所限，“创可
贴”一般只能用于小块创
伤的应急治疗。加之其外
层的胶布不透空气，会使
伤口及周围皮肤发白、变
软，继而导致感染，因此

创可贴包扎时间最好不
要超过两天。需要注意的
是，使用创可贴前，应先
仔细检查伤口内是否留
有污物。如有不洁物，需
用生理盐水将伤口清洗、
擦干、涂上碘甘油，然后
再贴上创可贴。至于疖
肿、烫伤、化脓感染和各
种皮肤疾病，不宜使用创
可贴。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
发现，人一生平均感冒
200 次，每次平均持续 9
天。英国《每日邮报》
一篇报道指出，英国著
名科普作家珍妮弗在对
一 些 顶 尖 专 家 访 谈 之
后，归纳出一些有关感
冒的发现。例如，接吻
不会传染感冒，导致普
通感冒的病毒，几乎不

会通过口腔进入人体。
唾液传播病毒的几率是
其 他 途 径 的 八 千 分 之
一。其次，维他命 C 不
能治疗感冒。临床试验
发现，维他命 C 没有治
疗感冒的功效。不过，
每 天 适 度 补 充 维 他 命
C ，可以使患感冒的风
险降低一半。

人一生平均感冒 200次

低头或仰头工作的上
班族和有低头习惯者，
颈部经常处于屈曲位或
伸展位，颈部肌肉过度
疲 劳 ， 就 容 易 患 颈 椎
病。此外，颈部受凉和
反复落枕会使颈部肌肉
发生痉挛，也是颈椎
病发病重要因素。
因此，到了秋冬

季节，如果天气较为寒
冷，最好能注意颈部保
暖。特别是爱美的女白
领，除了可以在白天为
颈部戴上漂亮的围巾保
暖外，晚上还可以用热
水袋在颈部外敷，避免

穿过于低领的衣服。
（据《新快报》）

戴围巾可防颈椎病
排毒素 补气血 调紊乱 消色斑

调经祛斑胶囊功效不少

新医药

美容新时代，国药“调
经祛斑胶囊”是全国首家祛
斑类产品，让祛斑更安全！
更可靠！深受患者认可，是
一款真正值得长斑者信赖
的产品。

针对使用调经祛斑产
品的女士提出的问题，现解
答如下：
泰城李小姐咨询：服用

“调经祛斑胶囊”有没有年
龄限制？现 24岁，眼睛周围
有很多雀斑。
李大夫：已来月经的女

性都不受年龄限制，更年期
或绝经的女性、哺乳期的女
性都可以服用。
东平王女士咨询：月经

不是很正常，经常延后，经
量不多，颧骨上有两厘米见
方的浅斑，需要吃多少疗
程？
李大夫：治疗月经方面

的问题，一般 2个疗程就能
治愈。斑史在 2年以内的须
吃 3个疗程，斑史在 2年到
5 年之间的须吃 4 到 5 个
疗程，斑史在 5年以上的须

吃 5个疗程，方可达到祛斑
的目的。
新泰徐小姐咨询：做过

三次人工流产，现在子宫内
膜有创伤，不太好怀孕。
李大夫：服用后会加快

子宫收缩及创面修复，一般
在 3-5 天阴道流血渐渐停
止，卵巢恢复排卵，并起到
保宫养巢的效果，对流产后
的保健康复有特殊的疗效。
美丽热线：0538-6111518
专家咨询电话：4008111919

(市内免费送货)
经销地址：泰安建工

医院便民大药房(康复路
中心医院南门斜对过)永
春堂永宁药店(校场街苏
宁电器向北 50 米路东)新
泰：润康大药房(市人民医
院对面)新汶：百奥药店(新
汶大街市二院西邻邮电局
路西)东平：葆春堂药店(中
医院 50 米)肥城：万年青
大药房(天桥南 50 米路西)
宁阳：益寿堂药店(运输公
司车站南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