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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激素治疗不可怕
韶关市铁路医院（浈江区人民医院）妇产科行政主任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蔡兴丽

更年期是一个常常被我们忽视的话题，而恰恰
它又非常普遍。人到中年之后，女性朋友脾气似乎
越来越差，无名之火莫名其妙暴发，弄得同事关系紧
张，家里鸡飞蛋打。实际上是女性朋友进入了更年

期。

什么是“更年期”？
“更年期”一词源于希腊语“klimakterikos”，含义

为梯子的一个台阶，提示登上生命的一个不同时
期。但由于更年期概念模糊，1994 年 WHO 废除“更
年期”这一用语，推荐采用“围绝经期”的概念，分为
绝经前、绝经、绝经后，是每个妇女必经的生理过程，
所以，“更年期”是可以算是口语，“围绝经期”是专业
术语。

围绝经期定义
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直到最后 1 次月经后 1 年

内的时期。具体临床表现，连续 2个月的月经周期与
原有的周期相差大于或等于 7天，这是起点，终点是
最后 1 次月经后 1 年。绝经之后，卵巢功能衰退更
甚，加之雌激素的大量缺乏，各个器官、系统的症状
可能加重，部分人会在一年内缓解，但有些人可能长
达 5至 10年或更长。

围绝经期综合征 围绝经期综合征又称更年期
综合征（MPS），指妇女绝经前后出现性激素波动或
减少所致的一系列以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主，
伴有神经心理症状的一组症候群。多数妇女饱受各
种症状的折磨。

月经模式的异常恰恰是更年期的信号灯。月经
可能变得周期不规律、经量减少，也可能出现异常子
宫出血，进而贫血。同时，血管舒缩症状是绝经过渡
期的重要标志，包括潮红、出汗、潮热等，虽然这只是
一种症状，但是带来的不适并不比疾病少。

MPS精神神经症状表现为自主神经系统功能不
稳定，心悸、失眠、皮肤感觉异常等，以及精神心理症

状，如激动易怒、焦虑不安、情绪低落、抑郁以及不能
自我控制等情绪症状。

远期后果要知道
骨质疏松也是绝经妇女一大问题。妇女从围绝

经期开始，骨质的破坏吸收速度会大于生成速度，这
也造成了骨质丢失而致骨质疏松。性激素的下降和
缺乏是导致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绝经后的五年内，
雌激素下降加快，骨质丢失更多，将近总量的 50%，
而骨量每下降百分之 10，骨折率风险就会增加一倍。

心血管疾病是老年妇女最常见的死亡原因，绝
经后妇女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率随绝经年
限的延长快速上升。绝经成为绝经后妇女心血管疾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绝经后雌激素相关的载脂蛋白
合成及脂肪酰基转移酶活性降低，使得血甘油三酯
升高，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导致绝经的妇女心
血管疾病较同龄男性明显增加。

老年痴呆症的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这与女性
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有关，因雌激素对神经细胞
有良好作用。

除此之外，妇女会出现阴道干涩、瘙痒、性交痛、
普遍的性功能下降。雌激素水平下降会使得正常的
泌尿生殖系统萎缩，阴道粘膜的弹性和分泌能力下
降，造成反复的老年性阴道炎、萎缩性尿道炎，严重
影响绝经后妇女的性生活质量。

围绝经期和绝经健康管理健康策略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关键，控制体重，及时补充各

类营养物质，适当补充维生素D。
保持心理健康很关键。除此之外，绝经期健康

管理中重要的部分则是激素补充治疗（MHT）。绝经
的本质是卵巢中的卵泡耗竭，所以绝经后应该被看
作是一种雌激素缺乏的状态，针对病因，解决绝经的
相关问题治疗的核心是补充雌激素。

什么是激素补充治疗

激素补充治疗是目前缓解更年期综合征最有效
的治疗方法之一，它主要是通过补充外源激素替代
原本机体激素分泌的不足，改善更年期妇女的生活
质量（QOL），延缓衰老，提高神经认知，同时也是绝
经后妇女保健不可缺失的有效措施。MHT是目前最
有效、最全面治疗因绝经期雌激素降低而出现的相
关症状的治疗方法。应在有适应证（需要用，而无禁
忌证）的情况下应用。至今MHT应用有 70年以上历
史。

更年期阴道出血淋漓不净者，一般采用定期孕
激素撤退的方法，帮助女性由围绝经期平稳过渡到
绝经期。再者，更年期加重的泌尿生殖道症状，如阴
道干燥、性交痛、瘙痒、白带过少或增多，伴有异味、
反复发作的下尿道感染、尿道炎等，如果及时给予合
理激素治疗，就能增强泌尿生殖道的抵抗力，从而减
少炎症的发生。

绝经激素治疗的长期获益
一级预防骨质疏松骨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

低 2型糖尿病。MHT可改善与绝经相关的轻中度抑
郁症状，及早开始 MHT 对降低老年性痴呆风险有
益。HRT存在治疗窗，即绝经 10年内，60岁以前，在
此阶段开始HRT获益最大，风险最小。

让女性更早认识更年期，及时应用激素补充治
疗，平稳健康地度过围绝经期和绝经期，延年益寿。

蔡兴丽在专家门诊做科普宣传。

图片由韶关市铁路医院提供

粤北人民医院国际首创肝癌“末梢门静脉栓塞术”

为抗击肝癌贡献“粤北力量”

为全面打造广东省高水平医院，粤北人民医院
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和技术创新，在国际上首次创新
性设计了“末梢门静脉栓塞术”，有效提高了中晚期
肝癌的可手术切除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了肝癌患
者的治愈率，为抗击肝癌事业贡献出了“粤北力
量”。日前，该院第 100例“末梢门静脉栓塞术”顺利
进行。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彭淑牖教授莅临祝
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同行现场观摩学习。

20岁出头就因“巨块型肝癌”被判了“死刑”的小
伙小张是这百例幸运儿之一。据了解，一年前，小张
被诊断为肝癌，辗转多家知名大医院就诊，均被告知
剩余正常肝脏体积不足，无法进行外科切除手术。
绝望中，小张听说粤北医院使用先进的“养肝技术”
治好了很多中晚期肝癌患者，便迫不及待地前来求
医。

此时，粤北医院肝胆外科黄从云团队及血管介
入科张有用团队首创的“末梢门静脉栓塞技术”已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同行的认
可。当黄从云告诉小张：“肝脏切除手术对剩余肝体
积有严格的评估要求，体积不够，术后就会出现肝功
能衰竭等并发症，死亡率极高。希望我们的‘末梢门
静脉栓塞技术’能帮你把左肝‘养大’，创造手术切除
机会”时，小张选择了信任。

随后，黄从云团队使用广东省转化医学生物医

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三维可视化、3D打印等数
字智能化诊疗技术为小张“私人订制”了治疗方案。
最终，在肝胆外科及血管介入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小张的治疗方案顺利进行，“养肝”一个月后，在数字
智能化诊疗技术的帮助下，小张的肝癌被精准安全
地切除，目前情况良好。

手术当日，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彭淑牖教授
莅临手术现场道贺并作指导。据了解，“末梢门静
脉栓塞术”是粤北医院团队在彭淑牖教授的指导
下，进行创新性设计的一种肝脏切除外科手术方
案，该方案既能够通过增加肝脏体积提高肝脏代偿
功能，又能够尽量控制肿瘤生长，不仅大大提高了
肝癌患者二期切除的成功率及疗效，还为非手术治
疗的中晚期肝癌患者提供一种新的综合治疗手段
的可能。

韶关日报记者 曾潇英 通讯员 刘文瑛

手术现场。卢艳萍 摄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

人人享有
安全血液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2019 年世界献血者
日主题：人人享有安全血液。

每年的 6月 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为鼓
励更多的人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血液安
全规划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
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
际输血协会将每年 6 月 14 日定为世界献血者
日。2004年 6月 14日为第一个世界献血者日。

血液安全对于卫生服务非常重要，它既可
以挽救大量的生命，但也可以因为通过输入不
健康的血液传播许多疾病，如：艾滋病、乙肝、
丙肝、疟疾和梅毒等。因此，可靠和安全的血
源对公共健康至关重要。

全球还有不少国家的血源存在安全隐患。
数字显示，全球有超过 4000万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其中 5%至 10%是因为输入了不安全的血
液导致的。在发展中国家采集的血液中，乙
肝、丙肝以及梅毒的感染率仍居高不下。因
此，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开展输血战略，确
保血源安全可靠。

世界献血者日也是减少艾滋病、疟疾、乙
肝和丙肝等严重疾病传播战略的一个重要部
份。世卫组织根据一项全球调查收集的最新
数字表明，至少 65个国家未按世卫组织建议对
所有捐献的血液检测艾滋病、乙肝、丙肝和梅
毒。

全世界将再次庆祝世界献血者日。通过这
个活动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献出可挽救生命
的礼物——血液，同时提高人们对定期献血必
要性的认识，以确保所有个人和社区都能及时
获得安全、质量有保证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输注血液和血液制品每年挽救数百万生
命。血液和血液制品对恰当管理以下人群必
不可少：

1.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出血妇女；
2.因疟疾和营养不良而严重贫血的儿童；
3.血液和骨髓疾病、遗传性血红蛋白紊乱

和免疫缺陷疾病患者；
4.创伤、紧急情况、灾难和事故受害者；
5.以及接受先进医疗和外科手术的患者。

健教所

咬舌锻炼
健脾益脑

中医认为，舌与脏腑密切相关，舌尖属心、
舌边属脾、舌根属肾、舌两旁属肝脏、舌中心属
胃。经常活动舌头，能预防衰老、刺激唾液腺
分泌，唾液增加不但有利人体改善脾胃消化、
吸收功能，还能袪除口干、口苦、口臭。饭菜口
感变香了，食欲增加了，营养改善吸收了，自然
有利于老年人慢病恢复和免疫力的提高。

舌中和舌边为脾胃反射区，脾为后天之
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则气血旺
盛；反之，脾失健运，气血津液不足，则精神萎
靡、面色淡白、萎黄不泽。咬舌能刺激涎腺分
泌增加、滋润肠胃。年老舌僵，牙齿与舌头协
调不好的人，常常频咬舌头及运舌，能大大改
善这种不协调，古代医学家对此方法非常推
崇。

舌头是大脑的先行器官，舌神经连接着大
脑，当人体出现衰老时，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舌
头不灵活。因此，经常咬舌还可间接对大脑进
行刺激，防止大脑萎缩。

咬舌的方法：口唇轻闭，上下牙齿从舌尖
向舌根处轻咬移动，以够不着为止。咬舌动作
要轻，以不疼痛为度，每天做 2次（清晨起床洗
漱完毕、晚上就寝前）即可。运舌也是一种很
好的锻炼方式。具体方法：舌体在舌根的带动
下，在口腔内上下左右来回运转 30 次左右，等
唾液增多时鼓漱 5-10下，分 3次咽下。 人民

夏至将至 警惕“贪嘴”丢了性命

严防野生菌和野生植物中毒
本报讯 当前，全市各地普遍雨水充沛，气温快

速升温，各类野生菌和野生植物生长进入旺季，是
误采误食野生菌和野生植物中毒事件的高发季节，
尤其是夏至将至，我市一些市民素有采食“夏至菇”
的习惯，极易误采误食野生菌类引起中毒危及生命
安全。

据了解，野生毒菌毒性非常强，大部分误食后
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以及精神
亢奋、精神抑制、精神错乱、幻觉等精神症状，严重
的可出现溶血、肝脏和肾脏损伤等严重症状。目前
对有毒菌类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中毒症状严重，
发病急，死亡率高。

据统计，我省毒蘑菇种类有 112种，中毒种类较
多的有鹅膏菌、红菇、牛肝菌、丝盖伞、花褶伞等类
群。其中最常见的毒蘑菇是铅绿褶菇及我省特有
的剧毒蘑菇白毒伞。

一些野生毒菌外形与食用菌相似，鉴别需要具
备专业知识并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仅靠肉眼和根
据形态、气味、颜色等外貌特征难以辨别。

另外，由于在野外，无毒菌类往往与有毒菌类
混生，导致无毒菌类上也可能沾染毒性，仍然有中
毒的危险。

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专家提醒市民，外出郊
游不要随意采摘野生菌类及植物；不要随意购买野
生菌类，尤其是没吃过或不认识的野生菌类；要避
免中毒事件的发生，就不要随意食用野生菌类，尤
其参加集体聚餐、民俗旅游等活动，不要加工食用
野生菌类，以确保饮食消费安全；如果食用野生菌
之后出现中毒现象，须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不能拖
延。

韶关日报记者 曾珍
毒蘑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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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体彩公益金宣传 全面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广东举办首次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培训会

在广东省体育局的高度重视下，6月 4-5日，由
省体育局经济处、科教宣传产业处及省体彩中心联
合主办的广东省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培训会在肇庆
圆满举办。省市体育行政部门宣传主管、体彩中心
主任及宣传骨干参加了培训，培训旨在通过搭建公
益金宣传学习交流平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提升
公益金宣传队伍的业务素质，共同做好公益金宣传
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大局。

恪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发行宗旨，体育彩
票在丰富人民群众购彩娱乐需求的同时，凝聚社会

爱心，所筹集的公益金为经济、民生、体育事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 2019年 4月，广东体彩累计
筹集公益金 436.27亿元，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
金、支持教育助学、法律援助、扶贫事业，以及奥运
争光计划、全民健身等民生、社会公共事业。

做好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是落实《彩票管理
条例》、依法行政的需要，是进一步推动民生和社会
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回应广大购彩者和公众知
情权的需要。公益金筹集者、管理者、使用者、受益
者都有做好公益金宣传的责任与义务。

省体育局王卫东副巡视员在培训会上强调，一
是要强化认识，公益金宣传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各级要提高思想认识，通过公益金宣传
扩大体育彩票的公信力、影响力，有效促进体育事
业的发展；二是要加大力度，正视差距，明确职责，
依法行政，整合资源公益金赛事活动以及大部制资
源，结合全民健身条例立法开展宣传，要加大检查
考核力度；三是省体育局要率先垂范多方发力，起
好模范带头作用。

本次培训的课程主要包括新媒体爆款生产、全

媒体背景下的体彩宣传、体彩公益金宣传、政务新
媒体宣传和新媒体环境下的危机应对等课程，由中
山大学公共关系专家等业界资深人士进行授课。
针对当前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的新
变化和宣传舆论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培训老师解读
了公益金宣传规范，并从专业视角讲述了新媒体环
境下宣传工作的要点及规律，传授了做好新媒体宣
传的各项技能，启发培训学员要善于借势、造势、融
势，传播好体育彩票声音，提升体育彩票品牌形象。

通过课堂学习与相互交流，不少参与培训的人
员表示，两天的培训获益匪浅，对公益金的宣传职
责、宣传规范、宣传技能方式以及新媒体宣传、危机
应对等方面均有了新的认识，回去后一定要认真消
化，学以致用，共同做好体育彩票公益金宣传工作，
促进体育事业、体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