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妇女

学会紧急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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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世界每年有

1200

万起新病例被诊断为癌症，

760

万人死

于癌症。 如果没有进一步抑制癌症的措施，

预计到

2020

年每年将有

2000

万起新的癌症

病例， 而癌症患者死亡人数将突破

1000

万

人。

许多人认为癌症是一种 “命运”， 自己

没办法控制癌症的发生。 实际上并非如此，

癌症的发生固然有遗传、 基因等内因作祟，

但

90%

以上是外部环境导致的， 流行病学

研究发现， 约

40%

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积极发展长期的国

家控制癌症战略， 最根本的措施是消除或

避免癌症的病因和危险因素， 从而战胜癌

症。 癌症危险因素包括： 老化、 烟草、 太

阳光照 （白人更敏感 ）、 射线 、 某些化学

物、 一些病毒 （如人乳头状瘤病毒、 乙肝

和丙肝病毒、 艾滋病病毒、

EB

病毒和人疱

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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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细菌 （幽门螺杆菌）、 癌症家

族史、 酒精、 不良饮食、 缺乏体育锻炼和

肥胖， 其中许多因素是可以避免的。

肿瘤的预防可分为三级， 一级预防是

在肿瘤尚未形成时， 通过健康教育、 自我

保健和健康保健来进行； 二级预防指在肿

瘤形成早期 ， “早发现 、 早诊断 、 早治

疗”， 防患于开端， 防止肿瘤发展； 三级预

防是注重康复， 目的是提高肿瘤患者治愈

率、 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通过规范化诊治

方案， 提供康复指导， 对癌症病人进行生

理、 心理、 营养和锻炼指导。

湖南省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段华新

癌症可以预防

七、 糖尿病前期———糖尿病预警信号

分析

春季发病与两个原因有关

以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为例， 该科每年春天收

治的精神病人增加约有

15%

。 该科蒋铁平教授分析 ，

精神病人在春节过后的春天发病可能与两个原因有关。

“一是很多人认为过年时吃药不吉利就把药停了， 却不

知精神疾病要长时间坚持服药， 一旦停药， 病情反复

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二是春天气压比较低， 人感觉比

较压抑， 加上春天气候变化比较大， 影响人的情绪发

生波动， 本来有精神疾患的人在这个季节就更容易发

病。”

建议

家人多观察患者举动

精神病人分为冲动攻击型、 极度妄想型和社会能

力衰退型三种类型。 尤以冲动攻击型对社会危害大 。

冲动攻击型病人常有幻觉、 抑郁和恐惧的情绪。 总觉

得有人要害他， 出于自卫对身边的人进行攻击， 还有

的人总是疑神疑鬼。

为避免精神病人对社会、 家人邻里造成危害， 尤

其在春季这个高发季节， 患者定时定量服药非常重要。

专家建议， 家人平时要多观察患者的举动， 如抑郁和

恐惧等不寻常表现时常出现， 要考虑去看医生。 精神

疾病及早治疗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当发现患者出现

有攻击性举动时， 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必要时可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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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

记者 戴勤 魏静 通讯员 刘雨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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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健康

主办

内分泌科教授

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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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前期有一个定义， 就是血糖在正常和糖尿病

之间。 先看正常血糖， 空腹血糖小于

6.1

毫摩尔

/

升， 服糖

以后两个小时小于

7.8

毫摩尔

/

升 。 再看诊断糖尿病的标

准， 空腹血糖诊断大于

7.0

毫摩尔

/

升， 服糖

75

克两个小时

大于或等于

11.1

毫摩尔

/

升。 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空

档， 空腹是

6.1

至

7.0

毫摩尔

/

升之间， 餐后是

7.8

到

11.1

毫摩

尔

/

升之间， 这个空档现在都叫做糖尿病前期。 其中空腹

血糖大于或等于

6.1

毫摩尔

/

升， 但小于

7.0

毫摩尔

/

升， 叫

空腹血糖受损 。 餐后血糖比

7.8

毫摩尔

/

升大了 ， 但是比

11.1

毫摩尔

/

升小， 这种情况叫做糖耐量低减。 我们把空

腹血糖受损和糖耐量低减都叫成糖尿病前期， 这是国际

学术界认可的。 所以预防糖尿病， 要从糖尿病前期开始。

� � � �生活中， 有的人常抱着这样一种

心态： 身体是自己的， 生病了， 痛在

自己身上， 苦由自己承担， 所以健不

健康完全是个人的私事， 与别人无

关。 有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些

人就毫无顾忌地透支健康， 吸烟、 喝

酒、 熬夜、 不锻炼， 对良好的健康生

活方式嗤之以鼻。 其实， 健康， 并不

完全是自己的私事， 也不是可以任意

挥霍的私有品。

“保持健康是做人的基本责任。”

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健康的多重

性。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 每个人都不

可避免地与他人产生联系， 所以个人

健康当然也与他人密切相关。 人生病

了， 首先牵扯到的就是家人和朋友。

因为一旦有家庭成员被诊断为某种疾

病， 需要长期治疗， 整个家庭的生活

都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照料病人，

会占用家人的大量时间、 精力和金

钱， 还有可能会使家庭成员陷入焦

虑、 恐慌、 不安之中， 甚至会影响家

庭和睦， 影响家人的正常学习、 工作

和生活。 以许多人都害怕的癌症为

例， 资料显示， 给予癌症患者护理的

家庭成员中， 70%是配偶、 20%是患

者的子女、 10%是朋友或其他人员，

无数家庭因为癌症而陷入痛苦绝望之

中。 试想， 如果一个正常的家庭中男

主人病倒了， 老人靠谁来照料， 妻子

要承担多大压力， 孩子又怎么能健康

地成长？

同样， 个人健康对集体、 对社会

也有很大影响。 对单位集体来说， 倒

下一个人， 就会给其他人增加工作负

担， 影响整个团队的运作； 对社会来

说， 多一个病人， 就多一份药物、 治

疗和护理投入， 就会增加一份医疗负

担， 多消耗一部分社会资源， 少一份

社会贡献。 因此， 个人健康并非完全

是私事。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关注

自己的健康， 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

是对家庭、 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作者系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院长、 教授）

健康并非私事

□黄建始

八、 糖尿病前期怎么办？

健康 座

健

康

聚

焦

“菜花黄 癫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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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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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农村家庭避孕

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按照国家现行计

生政策， 有两个或多个子女的夫妇， 都是

采取做绝育手术； 女性结扎是男性结扎的

5

倍左右； 二是上环仍是育龄妇女最主要的

避孕措施， 多见于生完第一胎后， 时间长

短不一； 三是避孕套在成年男性中使用率

较低， 可能与心理因素有关； 四是绝大多

数农村妇女不了解紧急避孕知识， 基本上

都是采取人工流产作为补救措施。

农村育龄妇女如何选择避孕措施， 应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1

、 新婚夫妇， 选

择短效口服避孕药较为适宜， 这种方法属

于短期避孕， 避孕应做到对今后的怀孕无

任何影响；

2

、 已有一个孩子的夫妇， 选用

宫内节育器 （上环方法 ） 避孕较为适合 ，

少数妇女因使用宫内节育器所致副作用太

大 ， 如腰痛厉害 、 阴道流血淋漓不尽等 ，

可采取男性避孕套的方法； 因药物可通过

乳汁达到婴儿体内影响婴儿发育， 影响母

体乳汁分泌， 故哺乳期妇女不宜选用甾体

激素避孕药；

3

、 有两个或多个子女的夫妇

首选做绝育手术；

4

、 更年期妇女虽然卵巢

功能逐渐低下， 但仍有可能排卵， 必须坚

持上环或避孕套避孕， 直到绝经。

5

、 大力

推广应用避孕套， 避孕套既能避孕， 又可

有效预防艾滋病、 性病。 对人过中年仍有

性伙伴的女性， 更应选用避孕套。

6

、 必须

掌握事后紧急避孕方法。

相关链接： 何谓紧急避孕

所谓紧急避孕是指在未采取防护措施

的性生活后为避免怀孕而临时采取的紧急

补救方法， 其适应情况如： 未使用任何避

孕方法； 避孕套破裂、 滑脱； 阴道隔膜放

置不当、 破裂或过早取出； 体外排精失控；

安全期计算错误； 避孕环脱落； 漏服避孕

药； 遭到性暴力伤害等。 一般应在事后

72

小

时之内进行。

目前在我国可采用的紧急避孕法可分

为两大类 ， 一类是口服药物 ， 如毓婷等 ，

每片含左炔诺孕酮

0.75

毫克， 同房后

72

小

时之内服用 ，

12

小时后重复服用相同剂

量。 或事后口服米非司酮

25

毫克，

12

小时

后再重复

1

次 。 另一类是放置带铜宫内节

育器 ， 在性生活

5

天内放置带铜的节育环

是一种高效紧急避孕方法

,

其失败率仅为

0.1%

， 因铜离子有直接杀伤精子、 受精卵

以及抗着床的作用。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

那些希望长期避孕、 而且无放置避孕环禁

忌的妇女。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春来当心精神疾病高发

� � � �三月菜花绽放， 正值精神疾病高发时节。 民间素有“菜花黄， 癫子狂”

的说法。 不论是在乡间地头还是在城区闹市， 都不难看到一些蓬头垢面、 衣

衫不整的精神病人， 他们中有的人在马路中间乱跑， 阻碍交通， 有的骂人打

人， 甚至发生残害邻里和亲人的悲剧事件。 为避免精神病人对社会造成危

害， 精神卫生专家建议， 家人在春季里尤其应看紧精神疾病患者。

事件

“癫子” 把妻子当青蛙打死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专家蒋铁平教授接治过一名患有精

神病的中年男子， 该男子称午睡后去田间时， 竟然看见了一只像人

一样大的巨型 “青蛙” 蹲在田边。 惊恐之余， 男子抄起手里的锄头

就狠狠地向 “青蛙” 的头部锄去。 锄了多下后， “青蛙” 的头被男

子砍了下来。 后来， 男子在经过医生的多次提示后， 才发现他锄死

的 “青蛙” 竟是自己老婆！ 男子当场在病房里痛哭流涕。 据悉， 这

名男子最终因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释放。

数据

近九成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

据不完全统计， 我省每年类似上述 “中年男子” 者约有

1000

多

人。 他们因精神疾病肇事肇祸被公安、 司法机关立案而进行司法医

学鉴定， 涉及杀 （伤） 人、 抢劫、 放火、 盗窃、 投毒、 爆炸、 闹事、

贩毒、 流氓犯罪等。 其中

95％

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

85％

无刑事责任

能力，

10％

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据调查， 我省每年能得到有效治疗

的重症精神病人不超过

10

万人次， 近九成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

疗。

“精神疾病属于慢性疾病 ， 且有反复发作的倾向 ， 治疗期长且

慢。 患者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十分严重， 有的病人甚至长期

关锁家中或流浪街头。” 精神病专家谭李红教授不无忧虑地介绍道。

精神病人犯罪主要发生在农村， 一方面是由于监护人整天忙于

农活， 缺乏对精神病人的监管或疏于护理， 致使精神病人没有受到

严格的管束， 整天闲逛， 一旦病情发作， 就很容易伤及他人。 同时，

精神病人病情比较隐蔽， 平时只在言行上与正常人稍有区别， 在周

围人特别是家人眼里并不把患者的表现当做疾病看待， 而认为他们

是道德和人品有问题， 没有意识到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更没有采

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等到作案后才发现其危害性， 却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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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 乍暖还寒， 稍不小心， 容

易犯病，所以人们要谨防“倒春寒”。 早

春寒冷、气候干燥，还会直接影响呼吸

道粘膜的防御功能， 因此呼吸道传染

病的发病率在“倒春寒”期间发病率较

高。 心脑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峰

也在每年的

2

至

3

月份。

为预防因 “倒春寒 ” 引起的疾

病， 应做好以下工作：

1

、 “倒春寒 ” 时要注意防寒保

暖， 特别是要注意手、 脸尤其是口与

鼻部的保暖。

2

、 老年人不宜久坐不动 ， 在室

内也要适当活动或经常到室外参加各

种健身活动。

3

、 多饮茶， 多吃草菇、 香菇、 黑

木耳等。 茶叶中的茶色素可防止血小

板的粘附和聚集， 黑木耳有防止血液

迅速凝固的功能， 香菇等可降低胆固

醇， 这些都对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十分有利。

4

、 常喝姜枣汤 ， 可增加抗寒能

力， 减少感冒及减轻因风寒而引起的

关节痛。

5

、 适当多吃些葱 ， 不但能增强

胃肠道的功能， 还能预防春季呼吸道

传染病

,

且对软化血管和降低血脂也

很有利。

金慰鄂

“倒春寒” 防着点

●

积极改变生活方式

适当的饮食控制

积极的运动锻炼

●

必要时药物治疗

目前拜唐苹是国内唯

一批准用于糖尿病前

期的降糖药

专家坐堂

家

庭

医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