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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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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到了。
如今，很多时尚人士都将“妇女节”
称为“女神节”。毕竟，女性们都希
望自己是人见人爱的“女神”。可是
想要做“女神”，光有美丽漂亮的脸
蛋还不够，牙齿也是体现女性气质
的重要关键点。从古至今，一口整
齐洁白的牙齿一直都是气质女神的
标准搭配。

什么样的牙齿是需要矫正呢？
1.牙齿拥挤不齐，牙齿里出外

进，参差不齐。
2.牙齿之间存在间隙。
3.“地包天”，上颌牙齿覆盖住

下颌，或是下颌牙齿位于上颌牙齿
的外侧，呈现出新月形。

4.“龅牙”，牙齿深覆盖，上牙覆
盖下前牙的水平距离大于3毫米，
上颌骨前部突出较为严重或下颌骨

前部后缩。
5.咬合过深，表现为咬合时下

前牙被上前牙阻挡。
6.牙齿突出导致嘴巴经常开唇

露齿，或嘴唇用力才能闭上。
7.上颌牙齿完全位于下颌牙齿

的外侧，没有咬合功能。
8.上颌与下颌后牙位置关系完

全颠倒，下颌牙位于上颌牙的外侧。
9.咬合时，上下颌牙齿无接触，

存在间隙，严重者可能仅有最后一
对磨牙有接触。

以上牙齿会因为不易清洁，导
致牙齿出现蛀牙、牙周炎、牙龈炎等
口腔疾病，还可能因为牙齿不齐，导
致咬合不到位，除了影响容貌外观
外，还会影响发音、颅颌面发育、口
腔咀嚼功能等，需到正规的医院，选
择合适的矫正器进行矫正。（王润）

女性如何矫出一口美齿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这是一个因红斑狼疮造成干
眼现象的患者。”海南省人民医院眼
科主任赵普宁在干眼门诊的接诊中
发现，有不少干眼患者是患有红斑
狼疮的年轻女性，“我发现存在这种
情况的以年轻女性居多。”作为一名
眼科医生，因为红斑狼疮会引发眼
部疾病，这种疾病也引起了她的注
意。

“简单来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是
因为人自身的免疫系统识别不了自
己，开始攻击自己的身体，造成多系
统的损伤，比如肾、肺、脑部、皮肤的
损伤等。红斑狼疮最开始是因为它
在皮肤上的表现像被狼咬了一口，因
此得名‘红斑狼疮’。”海南省人民医
院风湿免疫科医生黄玮介绍道。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系统性红
斑狼疮的发病率大约在20/10万左
右。十多岁至四十多岁的女性为高
发人群，男性患者则较少。“目前在我
们科病房住院的患者，约有40%的
患者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黄玮介
绍。

黄玮表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
致病因素尚未明确，目前的研究认
为遗传结合性激素等内在环境，以
及环境因素、化学制品、药品等都有
可能导致红斑狼疮，“接触到一些化
学物质如苯、农药等物质，或者一些
药物，如青霉素、避孕药等也有可能
诱发红斑狼疮。而一些食物如蘑

菇、无花果，感光类食物如香菜和芹
菜等，都有可能导致发病。”她表示，
目前比较确定的是遗传因素，单卵
双胎中，共患率大概在50%；有一二
级亲属发病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大约在5~15%。黄玮指出，并非母
亲得了红斑狼疮，孩子就一定会得，
只能说是孩子会携带有这种疾病的
易感基因。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
子女发病率仅5%。

紫外线的过度照射，导致人体
皮肤表皮的DNA解聚，也可能会诱
发系统性红斑狼疮。因此，在西藏、
新疆、海南等紫外线比较强的地区，
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又会偏高。

以前，红斑狼疮的死亡率比较
高，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系统性红
斑狼疮的死亡率大约在77%左右。
而随着医学的发展，如今红斑狼疮患
者10年以上的生存期已经达85%左
右，甚至存活二三十年的也不在少
数，25年累计生存率约有80%。

黄玮介绍，大多数的红斑狼疮
患者都会出现狼疮性肾炎，严重者
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目前，针对红
斑狼疮的治疗以激素、免疫制剂等
药物治疗为主，如果能够按医嘱坚
持治疗，能够起到不错的治疗效果，
将病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有些患
者听信偏方，将医生开的药停了去
吃草药，结果导致肾很快就坏了。”
黄玮强调，患者一定要遵医嘱，不能
乱用偏方耽误病情。对于一些人担
心长期服用激素和药物会对身体有

副作用的想法，黄玮表示，医生都适
当使用一些辅助用药，规避药物治
疗的相关副作用（同时若病情许可，
激素撤减的也较快，副作用也适当
减小了许多）。

由于系统性红斑狼疮高发人群
为育龄期女性，很多女性患者担心
会影响生育。对此，黄玮表示，在风
湿免疫科和产科大夫的专业指导
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稳定的患
者还是能够正常生育的。她提醒，
孕期的患者千万不能自行停药，这
样对自己和孩子都会有影响。

对于红斑狼疮的预防，目前并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我们建议如果
家中有一级亲属患有红斑狼疮的，
尽量不要接触太多的化学制品，不
要染头发，同时避免食用可能诱发
疾病的食物和药物，加强对强紫外
线的防护。”黄玮介绍，有部分数据
显示，维生素D的补充，能够提高机
体的免疫能力、修复基因、改善机体
激素水平等，对预防红斑狼疮有一
定效果。

子宫肌瘤也是女性常见的一
种病症。海南省肿瘤医院妇科主
任王俪桦介绍，子宫肌瘤是长在子
宫的良性肿瘤，大约三成女性会与
它“相伴随行”。虽然子宫肌瘤很
少会发生恶变，但如果其长大，会
引起尿频、便秘、肛门坠胀感，寝食
不安，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

王俪桦表示，目前，子宫肌瘤
的致病因素尚不明确，治疗方法以
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为主。“药物
治疗时间长，副作用多，疗效不显
著。手术治疗包括子宫肌瘤剔除
术、次全子宫切除术、全子宫切除

术等，创伤大，恢复慢，因此许多女
性不愿意接受手术治疗。”

庆幸的是，随着医疗技术和器
械的发展，近年来微创和无创技术
治疗让众多患有子宫肌瘤的女性
有了更彻底、安全的治疗手段。

“微创和无创的手术方法有很
多，这些手术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小
创伤，减少并发症，让患者术后恢
复更快。”王俪桦介绍，对于一些有
生育需求的女性，无创的“磁波刀”
治疗，不仅可以保证手术精准无
误，而且对子宫没有任何伤害，为
患者保留了做母亲的权利。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张献怀

3月8日是国际妇女
节，女性健康再度成为这
段时间人们关注的话题。
一直以来，妇女的健康备
受政府重视，妇女常见病
筛查还被列入了我省
2017年政府为民办实事
的事项当中。乳腺癌、宫
颈癌、子宫肌瘤……这些
困扰女性的疾病，如何才
得到更好的防治？就此，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但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乳
腺癌又是女性肿瘤中治疗手段最
多，愈后效果最好的一类恶性肿瘤。

得了乳腺癌怎样才能发现？能
不做手术不切乳房吗？能不化疗不
掉头发吗？要吃那么长时间的药
吗？我还能当好妻子和做妈妈
吗？……关于乳腺癌的预防和治
疗，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和经
验分享。海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主
治医师刘侠指出，事实上，不少患者
在与疾病博弈时，对疾病有了误解，
最终败于无知。她强调，防治乳腺
癌，观念上的改变比了解疾病本身
更重要。

“首先，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刘
侠表示，肿瘤的早发现、早治疗对于
愈后至关重要。虽然检查本身并不
能阻止疾病的发生，但是检查有助
于早诊，尤其是乳腺癌这类发生在
浅表器官的肿瘤。

她指出，我国乳腺癌的五年生
存率已经超过80%，是早期诊断和
治疗的结果。对于有家族史和包含
乳腺癌高风险因素的人群，则要求
每年一次的乳腺专科检查，包括乳

腺B超（也称彩超）、钼靶（也有称乳
腺X射线）、乳腺核磁。

刘侠表示，乳腺癌的治愈率高，
但治疗周期和花费也随之增高，治
疗手段的增加，在大大延长寿命的
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乳腺癌患者中，有约一半的
患者需要服用长达5-10年的内分
泌药，花费在每月30元至几千元之

间。靶向药费用可能年花费在十几
万元，国内未上市的新药甚至可达
每年百万元。“理论上，若乳腺癌能
在早期发现，甚至可以免除化疗和
放疗。疾病的早诊早治很重要，它
的治疗花费最少，治疗效果也是最
好的。”刘侠认为，对乳腺癌的早发
现早治疗，不但能够大大提升患者
的治疗效果，也能减少治疗的费用。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其中一
种恶性肿瘤。从事宫颈癌防治工
作20多年，海南省肿瘤医院宫颈
癌防治中心主任谢楷目睹许多女
性朋友们得知自己患病时的恐
惧、失望、挣扎和痛苦。“据统计，
有96%的宫颈癌患者一生中从未
做过宫颈筛查。其实，宫颈癌是
唯一能够做到预防的癌症，并且
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这一点。”

对于宫颈筛查，很多女性总是
心有顾虑。“其实宫颈筛查过程很
简单，你只需要鼓起勇气，来面对
医生就行了。”谢楷说。

谢楷介绍，一般有性生活一年
以上的女性都应该进行定期的宫颈
癌筛查。“有很多女性总抱有侥幸心
理，即使进行妇科检查，也不愿进行
宫颈癌筛查，觉得进行妇科检查就
可以了。其实，宫颈的癌前病变和
宫颈癌的早期病变，单纯的妇检医

生的肉眼是很难看到的，只有到了
中晚期才能检查出来，所以应要借
助筛查来早期发现。”谢楷说。

谢楷介绍，宫颈癌筛查的第一
阶梯是进行宫颈的细胞学检查。
年龄25岁以上的女性需要在进行
宫颈细胞学检查时联合进行HPV
（人乳头瘤状病毒）检查，因为98%
的宫颈癌病因都是由于直接感染
了HPV病毒。

“如果第一阶梯检查结果是正
常的，按照医生的医嘱定期复查就
可以了。但如果检查出现异常，就
需要在阴道镜下做进一步检查。”
谢楷介绍，阴道镜的检查并不会与
人体接触，因此不会有痛苦，只有
在阴道镜下就可疑部位进行活检
时，才会稍有痛感，但这种不适感
很快会过去。活检的标本在经过
病理科医生的诊断后，才会确诊是
否患有宫颈癌。

宫颈癌：宫颈筛查让预防成为可能 乳腺癌：高危人群应每年进行专科检查

子宫肌瘤：新技术让治疗更安全

坚持定期检查，切勿讳疾忌医

了解“女人病”守好健康关

红斑狼疮“偏爱”女性，但也不必谈“狼”色变

红斑狼疮治疗切忌擅自停药

健康提醒

日常不忘爱耳护耳
耳痛就诊要及时

3月3日是第19个全国爱耳日。今年的活动
主题为“听见未来，从预防开始”。耳鼻喉科专家
提醒，日常生活中应注意耳朵健康，除防止进水、
噪音等直接威胁外，还需防范药物性耳聋等隐性
侵害，保护听力。

天津泰达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家亮说，
保护耳朵首先要预防耳朵进水，防止外耳道发
炎。“我们的外耳道深达2.5到3厘米，而且还不
直，外耳道皮肤有许多纤细的绒毛。游泳或洗澡、
洗头时耳内进水，不容易出来，会诱发急性外耳道
炎，如果治疗不及时会导致听力下降。”

一旦外耳道内进水了怎么办？郭家亮建议可
以通过单脚垫脚蹦跳的运动让水流出来，或用棉
签将水吸出，用电吹风把耳内的水蒸发出来。

谨慎用药，防止药物性耳聋很重要。郭家亮
表示，耳蜗中有一种毛细胞，起到将声波转化为电
信号的作用，这些毛细胞非常娇弱，许多药物对它
们都会造成伤害，像氨基糖甙类消炎药就会损伤
毛细胞，服用这类药物应慎之又慎。

感冒后或坐飞机后耳朵疼痛要及时治疗。通
常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压力变化较大，咽鼓管不
能及时调整耳内压力，会引起急性中耳炎。中耳
内炎症如果不能尽快消除，会引起听力障碍，严重
时还会引起中耳化脓性病变，甚至引起鼓膜穿孔
等。因此遇到此类问题应及时诊治。 （新华社）

开学季配镜青少年激增

长时间“盯屏”
眼健康问题多

开学季到来，近期到眼科医院配镜的青少年
近视患者激增。专家指出，近期来医院就诊的学
生眼健康问题集中表现为视力下降，主要是近视
问题和双眼视觉功能障碍。

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副组长、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智宽教授介
绍，寒假期间，不少学生沉迷于平板电脑、网络游
戏、手机游戏等，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和电脑屏
幕，给学生的眼睛带了负担，这些负担轻则导致双
眼视觉功能障碍，引起视觉疲劳、视力下降，重则
导致屈光状态往近视的方向发展。

杨智宽教授指出，近年来，出现视力健康问题
的孩子越来越多，并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小学
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的近视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值得家长和社会重视。

杨智宽教授提醒，目前真性近视不可治愈，只
能通过戴镜、近视手术进行矫正。开学后，学生进
入学习状态，应减少用手机和电脑的时间，有意识
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和姿
势，多看远处、少看近处。如果发现有视觉疲劳和
视力下降的表现时，应该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听
取医生的建议。如果仅是双眼视觉功能障碍的问
题，应多休息或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如果是出现了
近视问题，应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以及近视控制
方法。 （新华社）

中药渣直接倒掉？医生提示：

药渣外治有妙用
中药熬出来后，会剩下一大堆的中药渣，直接

倒掉有点可惜。医生提示，一些中药内服处方采
用熏洗、外敷、烫熨等中药外治法，让药性从皮肤
渗透，也可达到外治的效果。

“以糖尿病患者常服的中药为例，患者就可
将这些中药残渣用来泡脚。”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药学部药师夏婕妤说，用温水浸泡的中药渣
泡脚，能促进血液循环。接受药渣轻微的物理刺
激，可以起到舒活经络、温暖全身、促进睡眠的
作用。

“同时，糖尿病患者使用中药渣泡脚，还可缓
解糖尿病引起的皮肤干裂、血液循环不畅、脚痛脚
麻等并发症。”夏婕妤介绍。

医生提示，如果中药内服处方是治疗睡眠方
面问题的，最适用的外用方法是做药枕。对患有
失眠或睡眠质量不佳等症状，且对中药不过敏的
患者，可将煎煮过后的药渣晾晒干后，加干陈皮，
用纱布包起，做成枕头或放在枕头下面，能起到安
神助眠的作用。

中药内服处方外用妙处多，但也有需要注意
的地方：首先，外用治疗时间不宜太长。熏洗、热
敷、泡脚时间以15—20分钟为宜。需要注意的
是，皮肤过敏、有伤口的人群不可用。

其次，泡脚足疗不要选用金属盆。“中药泡脚、
熏洗最好用木盆、搪瓷盆，别用金属盆。因为金属
化学成分不稳定，容易与中药中的鞣酸发生反应，
生成鞣酸铁等有害物质。”夏婕妤说，药渣泡脚后，
应用清水洗净，避免中药药液色素沉留。（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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