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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很多女性参加体检，会查
出“卵巢囊肿”字样，那么卵巢
囊肿是什么，需不需要治疗
呢？南京市第二医院妇科主任
医师余敏敏表示，“卵巢囊肿”
种类繁多，有的是病，有的不是
病，有的是良性肿瘤，有的可能
是交界性甚至恶性肿瘤。因
此，拿到B超报告后，先不要惊
慌，因为你可能啥事都没有。

卵巢囊肿不一定有症状

许多人对囊肿是什么不
太清楚，可能以为就是个“水
泡”，有的会认为是“肿瘤”。就
卵巢囊肿而言，其实，就是女性
卵巢上出现了囊肿样的改变，
它分为生理性卵巢囊肿和病理
性卵巢囊肿。生理性的卵巢囊
肿可以自然消退，而病理性的
卵巢囊肿是不能自然消退的。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彭冬先分析，
目前卵巢囊肿发生的原因并不
十分清楚，与其他慢性疾病一
样，它可能是由于遗传因素与

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
可能与内分泌紊乱、饮食结构
失衡等相关。绝大多数的卵巢
囊肿不一定有症状表现，且不
同种类的卵巢囊肿临床表现会
不一样，所以不能靠症状来判
断卵巢囊肿的性质。

这五种情况都叫囊肿

生理性囊肿 育龄期女性
每个月都会有排卵。卵泡排卵
后塌陷，形成黄体，黄体的形态
符合“囊肿”的特征。有时因为
各种原因，黄体发育不太正常，
在消退过程中可能发生囊性
变，超声可见典型囊肿表现，这
就是典型的“黄体囊肿”。这种
大的黄体囊肿往往伴随有当月
月经不规律，如推迟、出血时间
延长等。这两种囊肿，隔一个
月复查B超一般都会消失。

炎症性囊肿 得过盆腔炎
的女性，盆腔有时会形成粘连
带，一些膜状的粘连带相互围
绕，包成一个球形，里面聚集了
炎性的液体，B 超同样会告诉

您这是“囊肿”，临床上管这个
叫“炎性包块”。这类“囊肿”通
常首先考虑积极抗炎，抗炎治
疗无效的情况下，才考虑手术
探查。不过炎性包块无论药物
还是手术治疗后是可能复发
的，但一般不会癌变。

肿瘤性囊肿 这类囊肿堪
称临床上处理的最经典的囊肿
解释。它是由于卵巢细胞发生
病变而形成，和肿瘤的发病机
理一样。由于卵巢的组织成分
复杂，所以这类囊肿的种类繁
多，绝大多数为良性。

出血性囊肿 通常继发于
卵泡囊肿或黄体囊肿，就是临
床所谓的卵泡破裂、黄体破
裂。由于里面可能形成血凝
块，这时候包块在B超上可能
表现为“混合性”。

巧克力囊肿 可引起痛经，
是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真正的名字叫“子宫内膜异
位囊肿”。由于囊内含有含铁
血黄素，且囊液黏稠，所以超声
会提示“充满点状细弱回声”。

医生给出“就诊路线图”

偶然 B 超发现卵巢囊肿，
先不要紧张，如果没任何症状，且
B超提示为纯囊性，里面透声好，
建议复查，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生
理性囊肿被手术的可能性。

如果B超提示囊肿为混合
性、囊实性，先查肿瘤标志物，
然后复查，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卵泡破裂里面形成血凝
块，也是囊实性（混合性）。如
果查出来肿瘤标志物升高，就
要警惕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但
也无需太过紧张，因为炎症、子
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也
可能会导致肿瘤标志物升高。

如果反复B超都提示卵巢
有囊肿，那就应该要考虑手术
了，因为肿瘤的可能性非常
大。大多数卵巢良性肿瘤的肿
瘤标志物都是阴性的。手术方
式也首选腹腔镜。如果肿瘤标
志物暴高，那卵巢癌的可能性
就大，需要开腹探查。（摘编自

《扬子晚报》《南京晨报》）

查出卵巢囊肿可能啥事都没有

“这病人再饿下去，真的
危险了！”几天前，浙江省人民
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钱展红的营
养门诊，来了一位虚弱不堪的
病人。1.7米多的身高，体重还
不到50公斤，70多岁的钟先生
瘦成了皮包骨头，而他之所以
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想通过挨
饿让体内的癌细胞“饿死”。钱
展红无奈地摇摇头，“肿瘤术后
饮食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否则真要出人命了”。

钱展红说，不少肿瘤病人
太忌口，导致营养状况日趋恶
化，对治疗很不利。肿瘤患者
要特别注意几种营养素的均
衡。1.能量及碳水化合物：肿
瘤患者能量供给要适量，应视
患者营养状况、活动量、性别、
年龄而定。患者食物摄入应多
样化，保持每天适量的谷类食
物 摄 入 ，成 年 人 每 天 摄 入
200-400g为宜。在胃肠道功
能正常的情况下，注意粗细搭

配。2.蛋白质：适当多摄入富
含蛋白质的食物，适当多吃鱼、
禽肉、蛋类。对于放化疗胃肠
道损伤患者，推荐制作软烂细
碎的动物性食品。3.脂肪：推
荐适当增加富含Ω-3 及Ω-9
脂肪酸食物。Ω-3 人体不能
自行合成，需要服用含Ω-3的
膳食补充剂。4.矿物质及维生
素：参考同龄、同性别正常人的
矿物质及维生素每日推荐摄入
量给予。（摘编自《钱江晚报》）

癌细胞没饿死，自己变纸片人

人人都怕高血压，56岁的
陆女士却为自己的低血压担
心。心血管专家提示她，低血
压也可能是疾病信号。

陆女士今年2月做完胆囊
手术后发现血压低，血压一直
只有 90/40mmHg，精神也不
好。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副主
任医师戴阳阳发现其术后因惧
怕胆囊功能差，每天只喝点白
粥吃点青菜，基本能量要求都
达不到。经检查排除了各种器

质性病变后，戴阳阳为她开出了
“增强营养”的处方。

戴阳阳说，一般认为成年
人 上 肢 动 脉 血 压 低 于 90/
60mmHg 即为低血压。一些
人血压测量值已达低血压标
准，但无症状不影响生活。需
要警惕的是病理性低血压病，
一是指无明显原因的低血压状
态，多见于体质瘦弱的老人、女
性，重者出现精神疲惫、头晕甚
至昏厥。另一类是人体某器官

或系统的疾病所引起的血压降
低，如大出血、急性心肌梗死、
严重创伤等。大多数情况下，
低血压逐渐加重，如继发于严
重的肺结核、恶性肿瘤、营养不
良等的低血压。此外某些药物
也可以引起低血压。

医生建议陆女士，生活要
有规律，加强锻炼；在增强高蛋
白营养食物的同时，每日清晨
可饮些淡盐开水，适量饮茶。
（摘编自《武汉晚报》）

血压过低也要警惕疾病

当今社会，谁都会有个朋
友聚会、聚餐，自然很多人也有
过吃多、喝多导致的呕吐经
历。原本呕吐是胃部超负荷运
作后的自保行为，但如果在呕
吐时出现自发性食管破裂，人们
就可能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自发性食管破裂病死率高
达25%至100%。大多数患者
都有暴食及大量饮酒后呕吐
史。临床上，自发性食管破裂有
多种诱因，有酒后呕吐多次的病
例，也有吃粽子后呕吐的病例。

呕吐会使人体腹内压突
然升高，挤压胃部使食管腔内
压力骤然增加，同时环咽肌反
射性痉挛呈收缩状态。食管原
处于负压的胸腔，当食管腔内
和胸腔内压力在瞬间相差很大
时，就可能导致食管全层的破
裂。食管破裂除呕吐原因外，还
有分娩、抽搐、用力排便等原因。

呕吐、胸痛、皮下气肿是
自发性食管破裂的典型临床表
现，由于发病率不高，有的医生
对这种病也缺乏认识和警惕，

常误诊为胃或十二指肠穿孔、
液气胸、急性胰腺炎、心肌梗
死、急性阑尾炎等，其误诊率高
达75%。早期发现可以手术修
补，病情延误后只能进行引流、
抗炎和营养支持，死亡率较高。

食管自发性破裂大多因
腹内压力骤然升高，压力升高
的速度比压力升高的绝对值更
为重要。因此，暴饮暴食、醉酒
后呕吐都有危险性，为了拼酒
自行催吐更不可取。（北京胸科
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杨磊）

呕吐时自发性食管破裂别大意

过敏性鼻炎患者
七成有哮喘

过敏性鼻炎患者中，
60%-70% 的人合并有哮
喘；哮喘病人中也有超过
50%的患者合并有过敏性
鼻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郭禹标介绍，两者之间
虽然有关联性，却没有必然
性。他强调，如果哮喘或过
敏性鼻炎与过敏有关，需尽
量避开过敏源，以及进行脱
敏治疗；如果非与过敏因素
相关，如因耳鼻喉疾病引起
的，则要进行相关方面的看
诊。有家族史，或者本身为
过敏体质者，发生哮喘的风
险更高。（摘编自《信息时报》）

蒜泥敷关节
导致深度烧伤

一名中年女性患者常
觉 得 自 己 的 膝 盖“ 冒 凉
气”，听信了邻居偏方后，
将蒜去皮捣泥，直接敷于
膝关节处，并用保鲜膜封
包。两小时后，患者觉得
局部皮肤疼痛难忍，膝盖
处已经起了水疱。就诊
后，医生诊断为深二度至
三度化学烧伤，预计需要
包扎治疗、按时换药约一
月余才能痊愈，并且会遗
留较为明显瘢痕。大蒜虽
是健康食物，但其中的蒜
素对皮肤具有强烈刺激
性，尤其生蒜碾碎后汁液
蒜素含量高，经保鲜膜封
包后直接长期作用于皮
肤，会损伤皮肤黏膜屏障，
极易造成皮肤烧伤。（北京
积水潭医院烧伤科护士长
杨磊）

痣上长毛多是良性

有句话说，世界上有三
样东西人人平等，失眠、脱
发、痣。与失眠、脱发相比，
痣好像不算什么让人犯愁
的事情。但如果发现痣上
突然长毛了，往往就会给人
带来恐慌：这是否将要癌
变？回答是否定的，如果痣
上的黑色素细胞营养充足，
新陈代谢就比较快，痣上就
会长出毛发，有些长出一
根，有些则会长出好几根。
一般长毛的痣都是良性的。

什么样的痣要引起注
意呢？一般长在容易反复
摩擦的部位的痣，比如脚
底、手掌、会阴及易受衣服摩
擦的腰部、颈部等。如果突
然发现痣出现了以下特点：
色素痣不对称、边缘不规则、
颜色发生变化、直径大于
5-6毫米、表面隆起等，建议
及时就医检查，必要时切
除。（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
肤科主任医师 张江林）

有些病不宜喝热水

“感冒了多喝热水”
“肚子疼多喝热水”“不舒
服多喝热水”……生病了
总会有人劝“多喝热水”。
水似乎成了“万能药”。但
事实并非如此。

患以下病时适合多喝
热水：风寒感冒，多喝热水
不仅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抗击病毒，还能补充水分，
有助于退烧；肺炎，热水可
以让药物快速到达病灶部
位，消除炎症；感染性腹
泻，多喝热水能防止脱水；
胃肠道痉挛，多喝热水能
缓解痉挛、疼痛的症状；原
发性痛经，多喝热水能活
血化瘀、缓解疼痛。

患以下病时不能多喝
热水：风热感冒，要多喝
凉水，还可以多吃西瓜等
凉性的食物；咽炎、扁桃
体发炎，热水会刺激发炎
部位更加肿胀充血，凉水
是较好的选择。（摘编自

《健康报》）

3个方法
自查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是一种骨代
谢性疾病，三个方法可以
自查。第一，竖脊肌是否
发生酸疼。竖脊肌是后背
脊柱两侧呈竖状排列的两
条肌肉，由于脊柱骨是松
质骨，在骨质疏松发生时
会较早出现骨丢失，当骨
质丢失过多，骨骼力量缺
失，此时脊柱运动需要肌
肉的辅助，肌肉就容易疲
劳、产生乳酸堆积，造成竖
脊肌酸痛、无力，引起腰酸
背疼。第二，身高是否缩
短 3cm 以上。第三，中年
以后发生弯腰驼背。身高
变矮3cm或者在中年以后
发生弯腰驼背，大多提示
发生了骨质疏松。（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
院妇产科主任 白文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