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7年 9月 1
1日 本版编辑

资

崔司亮

HPV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元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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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目前已成女性的常
见病、多发病，多发于 3
5
~50岁
女性。
HPV感染即高危型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主
要原因，
90
%以上宫颈癌患者伴
有高危型 HPV感染。中山医院
徐汇医院妇科主任、
留德博士李
敏在谈及此病时明确表示，
几乎
所有宫颈癌患者均伴有 HPV感染，适龄结婚并接受
婚前检查，积极参加妇科防癌普查，健康适度的性生
活是避免宫颈癌的有效举措。
宫颈癌诱因很多，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性生
活开始过早的女性，其宫颈癌的发病率较 1
8岁以后
开始性生活的要高 4倍。首先李主任打比方说，一位
16岁女性，宫颈组织细胞尚未发育成熟，比较薄弱，
对外界致癌和促癌物质比较敏感，如果正巧其性伴侣
是一个 HPV病毒或癌细胞的携带者，就很容易通过
性交将癌细胞种植在少女尚未成熟的宫颈组织上，
HPV病毒也很容易传给对方，以上因素是常见的导
致宫颈癌的原因。其次，女性长期宫颈炎症，
都可能转
变为宫颈癌。此外，
多个性伴侣，
多次结婚宫颈癌的发
病率也较高。多次分娩且围产期保护及分娩过程不
好，也会增加宫颈癌的发生率。抽烟产生的一些致癌
物质也有可能导致宫颈癌的发病。
针对当下 HPV疫苗预防宫颈癌接种一事，李主
任表示，截至目前上海还没有注射，一些外省市、
香港
地区已有。此疫苗不是终身免疫，有效期 4-6年，也
就是平均四到六年可以注射一次，而且男性也应该注
射。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早已为此事盘算，
一切在计划
中，只待有关方面认证许可。
著名艺人梅艳芳、李缓缓等都身患宫颈癌英年早
逝，令人惋惜，因此成熟有性生活的女性每年要做妇
科的健康体检。当然，
得了宫颈癌，
首选的治疗手段是
手术治疗。李主任说，中山医院徐汇医院妇科具有妇
科内镜四级资质，换言之，医院宫腔镜、腹腔镜四级手
术完全达到了三甲医院水准。不久前，李主任为一位
怀孕近七个月的宫颈癌妈妈实施了手术，手起刀落，

专家有约

讯

³´«¬ ³´tu µI¶ &Z"$ ·¸ ¹¶ !"Z"$ ·¸º
tu«¬XYZ,-[»)^ '$$ _o+¼½ !( ¾¿ÀÁ

切除癌细胞，
又成功保住了胎儿，
赢得了病家称道。调
入中山医院徐汇医院一年余的李主任十分看好医院
的未来，医院地处上海的市中心，
交通便利，
医院领导
高度重视妇科的发展，
在资金有限前提下购置最先进
的宫腹腔镜和 3
D腹腔镜，全新 3
D超声机用于孕前
诊断及不育不孕的卵泡监测，
医联体双向转诊机制方
便病家、造福患者。大家冲着中山医院徐汇医院这家
百年综合医院良好的口碑而来，一些疑难高危妇科病
患者都是一些市级专科医院“转入”
的，
患者年龄跨度
从花季到耄耋。
“把您的健康权放心交给我们”
，李主任最后信心
满满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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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Z9月 1
2日周二下午
0MZ干眼症的防治
0tZ胡萍（眼科副主任医
师）
xyz{|}~H
vwZ9月 14日周四下午
0MZ异常血脂如何管理
0tZ丁飚（护理部副主任
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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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Z9月 1
5日周五下午
0MZ秋季如何养生
0tZ梁芳（中医科主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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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Z9月 1
9日周二下午
0MZ心理健康对乳腺疾病
的影响
0tZ何萍青（普外科主任医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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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Z9月 2
0日周三上午
0MZ脊髓型和神经根型颈
椎病的诊断和外科治疗
0tZ赵必增（骨科主任医师）
 /{rstu
vwZ9月 2
1日周四下午
0MZ泌尿系结石的预防和
治疗
0tZ郭辉（泌尿外科主治医
师）
¡¢£¤rstu
vwZ9月 2
7日周三中午
0MZ如何降低慢性肾脏病
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
0tZ程东生（肾脏内科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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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义诊讯息
为贯彻“服务百姓、全民健康”
精神，同时拉近医院与社区居民的

合体内包括市六医院、市八医院、漕
河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7家单位

距离，
建立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上

的主任医师，涉及科室包括妇产科、

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将于 9月 1
2日

心内科、中医科，老年科，消化内科，

9点～1
1点在漕宝路 8号门诊大厅

普外科，口腔科，眼科，肾内科，结直

门口举行大型义诊活动，此次义诊

肠等，届时社区居民将免费接受专

活动专家团队为徐汇—市六医疗联

家团的从现场问诊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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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更适合牙齿缺失修复
俗话说，人生六十，牙好老当益壮，牙少
体弱多病。有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79
%的中
老年人存在缺牙现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半
口乃至全口缺失。对于体质较弱或者年纪较
大的人来说，一旦牙齿缺失、松动就不能正
常咀嚼食物。想吃的不能吃，想咬的咬不动，
根本无法从食物中摄取身体所需的营养。不
但对身体不利，对心理也会造成极大影响。
长此以往，各种疾病就会随之而来。
医生提醒：患者一旦发现牙齿缺失，应
及早修复，
一般建议在缺牙后 3个月左右进
行修复效果最佳；而秋季因为气温较低，不
容易发生并发症，更适合牙齿种植。

仅花费大，还给治疗加大了难度，甚至丧失
修复条件，
正常牙齿也会加速脱落。”
因此，
口腔修复医生提醒，一旦发现牙齿缺失，患
者应及早修复，
一般建议在缺牙后 3个月左
右进行修复效果最佳。
据了解，牙缺失后有活动义齿、固定义
齿、
种植牙等多种修复方式。在欧美、日韩等
国家，
7成患者首选种植牙；在国内，种植牙
也以平均每年 4
0%的速度递增，这是因为
其可达到原牙 9
5%以上的功能，其人工牙
根深植于颌骨内，可以像正常牙齿一样承受
咀嚼力量，
无异物感，不影响正常发音，真正
从
“根”上解决了缺牙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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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不及时修复，可能会导致“满口牙
齿掉光光”，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医生介绍，牙齿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
一个复杂综合系统的一部分，每一颗牙齿在
口腔健康方面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
牙齿缺失后，牙槽骨失去了正常咬合力对牙
槽骨的生理性刺激，时间越长牙槽骨吸收越
多。同时邻牙由于负重量加大，缺少支撑，逐
渐向缺牙处偏移，便引起余留牙松动、
损耗，
最终导致全口牙渐渐松动脱落。
此外，牙齿缺失还会加重消化系统负
担，影响营养成分的吸收，更严重的甚至会
增加老年人帕金森、早老性痴呆、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
中风等疾病风险。为了防止缺
牙引发的“多米诺”式危害，牙齿缺失应当尽
早修复。

首先，从临床角度来说，秋季的气温和
湿度都适宜机体受损器官恢复，所以，在秋
天种牙不但可以加快种植体与牙槽骨的愈
合速度，而且恢复更好，有效保障种牙效
果。
其次，入秋后，人们的胃口随着气温的
下降逐渐好转，
再加上中国人素来讲究秋季
进补，
此时进行种牙，能为接下来进食，
调养
身体提供最大保障。
最后，医生再次提醒，随着气温的下
降，如果牙齿不好，没法进食，一旦体质下
降，抗病力减弱时，病菌便会乘虚而入，引
发各种疾病，所以一定要及早治疗以绝后
患。为了让更多市民重视口腔健康，做到牙
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即日起至 9月 3
0日，
居民可拨打电话 02
1
-5
4
6
5
31
60报名参加
免费的牙齿普查活动，活动期间特别开通
（包括免挂号费、免口腔全景片费，免定制
方案设计等费用），并可得到种植牙 5
00元
的特惠援助。
XYZ,-[\]^ !"" _

CD9"
E
FGHIJK64LM
“缺牙时间长了，
牙床也会逐渐萎缩，不

上海万众医院纳入医保定点单位
经过上级部门前期层层严格评估
交车和排队挂号了，真的太方便了！”
这不仅让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
方便了
和审查及认定，
上海万众医院已正式获
患者、节约了医疗成本，而且也节省了
批成为上海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患
者来院就诊可以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整个社会的医疗支出。
纳入医保后，
院领导表示：
“纳入医
自2
0
0
9年成立以来，经过多年努
力，万众医院已形成了以口腔科、康复
保只是一个开始，今后，医院将继续努
科为主要特色，
并设有内科、
中医科、医
力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命健康提供质
疗美容科及影像科、检验科、
超声波、
药
优便捷的医疗保障，
同时我们也会主动
剂科等辅助科室的一家综合性医院。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履行居民医疗、
崭新宽敞的病床全新开放，以内科病
保健、康复的义务，让上海周边地区乃
房、神经康复、
老年病房、
重症病房为特
至国内外的广大患者享受实惠、贴心、
色。并加入到上海市徐汇区康复医疗
专业的治疗品质服务，帮助他们早日摆
服务体系，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
脱疾病困扰，
重享健康快乐人生。
汇医院建立了
“合作单位”。
为了方便社区居民就诊，减轻就诊
“看病难，
看病贵”
一直困扰着众多
负担，
万众医院特实行多项惠民举措：
百姓，许多人到医院就诊，都曾遇到过
◆ 万众医院执行市医保一级标准
排长队、
找专家、等床位的问题；
而设备
收费，报销比例与其他同等医院一样，
齐全，床位宽裕、拥有多名高级职称医
药品均来自卫计委药品阳光采购平台，
生的万众医院纳进医保后，
可缓解周边
实行药品 0差价，确保用药安全与质
居民“看病难，
看病贵”
的问题。特别是
量；
对于那些患脑卒中半身不遂的病人，
要
◆ 门诊患者：专家门诊按照普通
寻找一家地段优越、交通方便又有医保
门诊挂号费收费，
自负 0元即可挂上专
资格的医院作康复治疗，
本是一件非常
家门诊，节假日正常门诊；
奢望的事；而以康复医疗为特色的万众
◆ 住院患者：一级医院 C等病房
医院进入医保，
无疑给这些急等康复治 （3
/
4人间）低至 2
5元 /天（医保全额支
疗的患者带来了一个福音。
付），病房均配有独立卫生间、洗浴、电
获悉我院入医保后，
附近居民一阵
视、
直饮水等；
欣喜。家住徐汇区的刘先生激动地说：
◆ 市民可拨打电话：
“以往我们老百姓看病，至少也要花上
0
2
1-6
4
3
8
9
99
9咨询预约。
2个小时。现在好了，家门口就有医保
◆ 院址：徐汇区吴中路 2
-6号
医院，
现在看病不用再花很长时间坐公 （近中山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