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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生活 不离其“ 棕”》

马成斌，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妇科主

任，长宁区妇科微创诊疗中心主任，长宁区专业技术“ 领军

人才”，上海市医学会妇科肿瘤学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妇

产科学会妇科腔镜学组和女性盆底学组委员，长宁区医学会

妇产科学组组长。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二十多

年，在建和完成市、区级课题8项，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擅长

各种妇科良、恶性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妇科疑难杂病的

诊治；尤其擅长腹腔镜手术、宫腔镜手术及盆底重建等微创

手术；他带领的妇科团队获“ 长宁区微创技术创新团队”。

子宫肌瘤不再是“ 不能说的秘密”
专家提醒，是女性常见的良性肿瘤，多数并无症状

谈到子宫肌瘤，许多生育年龄女性都会联想到让自己一直忐忑不安的
“ 秘密”。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约20%以上的生

育年龄女性患有子宫肌瘤。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妇科主任马成斌在此提醒，多
数子宫肌瘤患者无任何不适，所以须在生活中引起重视。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雌激素是发病的主要因素
子宫肌瘤主要由子宫平滑

肌细胞增生而成，其中有少量纤

维结缔组织作为一种支持组织

而存在，故称为“ 子宫平滑肌

瘤”，简称子宫肌瘤。

子宫肌瘤的病因迄今仍不

十分清楚。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

结果表明，子宫肌瘤是一种激素

依赖性肿瘤。雌激素是促使肌瘤

发生和生长的主要因素，也有研

究提示生长激素与肌瘤生长有

关，生长激素能协同雌激素促进

细胞有丝分裂而促进肌瘤生长。

卵巢功能、性激素代谢均受

高级神经中枢的控制调节，所

以，神经中枢活动对子宫肌瘤的

发生也可能起一定作用。

因子宫肌瘤多见于生育年

龄、丧偶及性生活不协调的妇

女。长期性生活失调而引起盆腔

慢性充血也可能是诱发子宫肌

瘤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说雌激素刺激是子

宫肌瘤发病的主要因素？马成斌

解释称，一系列现象提示子宫肌

瘤可能与长期雌激素刺激有关。

子宫肌瘤少见于青春期前，多见

于生育年龄，绝经后大部分肌瘤

停止生长并逐渐萎缩；子宫肌瘤

多并发子宫内膜增生病变，而后

者是雌激素刺激的结果；可分泌

雌激素的卵巢肿瘤 (颗粒细胞

瘤、卵泡膜细胞瘤等)患者常合

并子宫肌瘤；妊娠期雌激素水平

明显增高，肌瘤也多迅速增大。

手术不是子宫肌瘤唯一选择
子宫肌瘤的治疗包括保守

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不是唯一

的选择，但是最后的选择。

子宫肌瘤保守治疗必须符合

以下条件：一是子宫不超过6周妊

娠大小；二是已绝经且无症状；三

是近绝经期，用非手术治疗可以

缓解症状或减少出血量者；四是

不能耐受手术者。保守治疗主要

包括期待疗法与药物治疗。

什么情况下子宫肌瘤可以

期待治疗？期待治疗就是随访观

察。适宜人群包括：子宫肌瘤不

大（ <5cm），临床上又无明显出

血过多、疼痛等症状，且无恶变

征象者。具体方法：不用任何药

物和其他治疗。每3个月进行一

次妇科检查、B超检查。若瘤体无

明显增长，出血、疼痛症状未加

剧，则可通过年龄的增大，性激

素水平的日益下降，期待子宫肌

瘤的日渐萎缩。

子宫肌瘤手术治疗包括肌

瘤剥除术及子宫切除术，可经腹

部、经阴道、或经腔镜（ 宫腔镜

或腹腔镜）进行。目前，腔镜手

术已经成为子宫肌瘤手术的主

流方式。当然，手术方式及手术

途径的选择取决于患者年龄、意

愿、肌瘤大小及生长部位、医疗

技术条件等因素。术前均须进行

相关检查排除宫颈恶性疾病的

可能性。

结直肠癌成健康第二“ 杀手”
本报讯 第十届上海国际大

肠癌高峰论坛1 4日开帷幕。论坛

首次采用“ 3D”转播形式，每位

参会代表都佩戴专门的眼镜，学

习最新的手术技术和方法，真正

领略国际上最先进“ 3D ”手术

的精细、准确和清晰。

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秦新裕教授表示，由于生

活方式和饮食结构越来越接近

西方国家，近年来，中国结直肠

癌发病率明显攀升，上海地区发

病率高达1 0万分之59，成为继肺

癌之后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第

二大“ 杀手”。

秦新裕教授说，结直肠癌

极易发生肝转移，有四分之一

患 者 被 查 出 时 已 经 发 生 肝 转

移。以往，发生肝转移就意味着

患者已经进入癌症晚期，生命

进入3到6个月的倒计时；而如

今，随着多学科诊疗模式(MDT)

的开展，综合各学科治疗理念

和方法，发生肝转移患者5年生

存率可达43%，接轨欧洲国家先

进水平。

白血病女孩获母婴救助基金
本报讯 因为贫穷，1 3岁的

白血病患儿童童即将被停止治

疗，然而近日她又看到了新生的

希望，近期“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

金”给她汇来了两万元救助款。

安徽籍女孩童童今年4月被

查出急性B系淋巴细胞白血病，

骨穿、化疗，让孩子饱受痛苦。经

过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检

测，童童的骨髓配型成功，但面

对高额治疗费，这个家庭再也无

能为力，无奈地打算放弃治疗。

在童童家人最无助的时刻，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伸出援手。合

生元公司通过媒体辗转获悉童童

母亲的求助信息，合生元母婴救助

基金上海志愿者马上联系了这个

无助的家庭，帮助他们向合生元母

婴救助基金提出申请，并得到了合

生元母婴救助基金的救助。

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上海大

区志愿服务负责人王允香告诉记

者，“ 童童后续治疗还要很多费用，

我们希望能帮她一把，也希望能有

更多爱心人士能关注到这些无助

的家庭，帮助他们共渡难关。”

资讯

熬夜看球系列之：对抗熬夜
凌晨4:00，零点，凌晨3:00，

凌晨6:00⋯⋯由于本届世界杯现

场在遥远的南半球，令大多数球

赛和国内球迷们的生物钟产生

很大的“ 时差”。

不是早起就是熬夜，不少人

都采取“ 抽空先睡一会”的策略

补充睡眠。但是身体不像精密仪

器，不是“ 你想什么时候睡就能完

全睡着”的。看了一周球赛的小伙

伴们，你们的身体状况在只能断

断续续进行的睡眠中还好吗？

“ 有人说看球是个‘ 体力

活’，其实是有道理的。基本上大

部分球迷都是在工作之外的时

间观看球赛，这就会导致休息时

间减少，精力不足，”不少健康专

家在接受采访时一致表示，为了

弥补这种对身体的损伤，一方面

球迷们要注意尽可能补眠，不要

让身体长期处于“ 缺觉”状态，

另一方面，平衡的膳食也是相当

重要的，比如，适当选择一些酸

味食物和高蛋白食物，减少啤酒

和烧烤类食物的摄入等。

日常摄入的食用油也非常

关键。“ 身体在休息不足的状态

下，如果摄入的食物中含有过多

油，尤其是含胆固醇的油脂，很

可能会导致心脏、肠胃等身体部

位的不适，” 因此，专家建议，

“ 熬夜期间，摄入食物尤其是食

用油方面要尽量清淡，以减轻肠

胃负担，减少身体代谢压力”。

比如，棕榈油、橄榄油、茶籽

油等，都是清淡类食用油的代表。

相对于其他食用油，大部分消费

者对棕榈油的认识可能比较少。

棕 榈 油 是 以 油 棕 树 的 果

实———油棕果为原料压制而成，

由于其天然植物特性，该食用油

完全不含胆固醇，而且富含均衡

的饱和与不饱和脂肪酸。相关研

究表明，这种特性令其在人体的

新陈代谢中更易被消化和吸收，

从而达到减轻肠胃负担的效果。

而且，也有研究证实，棕榈油如

橄榄油不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

醇含量，对于有特殊饮食需求的

人群，食用起来更加安全。

此外，棕榈油含有非常丰富

的维生素E。在此前的相关文章

中，我们曾提及过维生素E是抗

氧化的“ 主力军”，而棕榈油里

的维生素E生育三烯酚的抗氧化

功能更是所有维E中之冠。

“ 这点对于因看球睡眠不足

的女性尤其有益，”一位健康专家

指出，“ 缺乏睡眠和作息不规律很

可能对女性皮肤状况造成不良影

响。适量补充维生素E，可以有效对

抗肌肤老化、毛孔出油等问题。”

身体是看球的本钱，小伙伴

们，为了保持最佳精神状态，从

油开始，且食且健康。

[专家简介]

超声检查。为目前检查和诊断

子宫肌瘤最为常用的辅助诊断方

法。超声可显示肌瘤数目、部位、大

小及肌瘤内部是否均匀或液化、囊

变等。超声检查既有助于诊断和定

位子宫肌瘤，并为区别肌瘤是否有

变性提供参考，又有助于与卵巢肿

瘤或其他盆腔肿块鉴别。三维超声

的诊断和定位准确性更高。

诊断性刮宫。在诊断或排除

子宫肌瘤是否合并子宫内膜病

变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宫腔镜检查。可以诊断和排

除黏膜下肌瘤，同时可以了解子

宫内膜情况。

腹腔镜检查。有些子宫肌瘤

部位特殊，超声或磁共振也很难

与卵巢肿瘤或其他盆腔肿块鉴

别，可直接行腹腔镜检查，观察

子宫大小、形态、肿瘤生长部位

并初步判断其性质。

核磁共振检查。一般情况

下，子宫肌瘤无需采用核磁共振

检查。但核磁共振，尤其是增强

延迟显像，有助于鉴别子宫肌瘤

和子宫肉瘤，所以，如有怀疑子

宫肉瘤，可术前行磁共振检查。

在腹腔镜手术前，核磁共振检查

也有助于临床医师在术前和术

中了解肌瘤的位置，减少残留。

[小贴士] 怀疑子宫肌瘤需要做哪些检查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