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乳腺癌

健康话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癌症负担报告》显示，乳腺癌已经超越了肺癌，成为了全球癌症

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作为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乳腺癌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一种疾病。哪些人易患乳

腺癌？导致乳腺癌的病因有哪些？乳腺癌是否可以预防？不幸患上乳腺癌又该如何治疗？近日，记者采

访了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重庆市区县乳腺甲状腺学术技术带头人、留美博士唐乐辉，请他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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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生的最大财富,也是
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女性健康也
是我们应该持续关心的一个话
题。妇女节来临之前，记者采访了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医生吴
薇，请她介绍了几条女性健康小常
识。

小常识一：
乳腺功能检查很重要

女性是非常容易患乳腺疾病
的人群，女性朋友进行定期的乳腺
功能检查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情。女性日常中的过度肥胖、负面
情绪过多等情况都是导致女性患
有乳腺疾病的原因。具体的自检
方法可以归纳为“一看、二摸、三判

断”。
一看是指对镜观察，检查乳房

轮廓和乳腺皮肤有无改变。要注
意观察两侧乳房的形状、轮廓有无
变化；乳房皮肤有无红肿、皮疹、浅
静脉曲张；有无局部皮肤凹陷、橘
皮样改变等异常变化。还要观察
乳头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是否有
抬高、回缩、凹陷，有无异常分泌物
自乳头溢出；乳头周围皮肤是否有
破溃、结痂、渗出等改变；乳晕颜色
是否有变化等。

二摸是通过触摸来检查整个
乳房。触摸乳腺时，发现有比周围
的组织增厚、界限不清的部位，且
与月经周期变化无关，或日益增厚
并范围增大，应予以重视。检查腋
窝时，若在腋窝摸到了淋巴结，应

特别注意其大小、部位、数目、硬
度、以及是否活动、有无压痛、是否
与皮肤粘连等。

三判断是对比每月一次的自
检结果是否有异常变化。专家建
议，乳腺自检应每月进行一次，并
比较前后变化。有月经的女性应
在月经来潮后 7 至 11 天进行，已
绝经的女性可固定选择每月中的
某一天进行检查。发现变化应尽
早去正规医院检查，由专科医生
进行诊断。

小常识二：
贴身衣物及时换洗

女性朋友们要注意及时清洗
更换自己的贴身衣物，女性私密部

位非常容易产生细菌，对我们的身
体造成感染，危害我们的健康。及
时清洁更换贴身衣物可以有效帮
助我们预防疾病。

小常识三：
保持愉悦的心情

情绪的变化与我们的身体
有着很紧密的联系。不良的负
面情绪会造成女性内分泌紊乱
的情况出现，从而诱发身体产生
多种疾病。

小常识四：
定期做宫颈癌筛查

宫颈癌在女性肿瘤中的发病

率仅次于乳腺癌，建议从 25 岁开
始筛查。25~65 岁首选每 5 年 1 次
批准的主要HPV检测，次选每5年
1次联合筛查或每3年1次仅细胞
学检查，并逐渐向普及主要 HPV
检测过渡。

大于65岁的女性先前有足够
的阴性筛查结果可终止筛查，先前
足够的阴性筛查目前定义为在过
去10年中2次连续主要HPV检测
阴性或 2 次连续联合筛查检测阴
性或3次连续仅细胞检测阴性，且
最近 1 次筛查在建议间隔时间
内。接收子宫切除术后，在近 25
年中无CIN2级CIN2以上病史者
终止筛查。HPV疫苗接种后，与未
接种疫苗个体一样遵循针对特定
年龄的筛查建议。

那些女性应该知道的事
○记者 王灿

我区顺利开展适龄女性
HPV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讯员 陈星宇）为贯彻
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进一步保障女性的身
心健康与生命质量，加强全区宫颈癌防控工作，有
效提升适龄女性HPV疫苗接种率，筑牢适宜人群
免疫屏障，近日，我区开展了适龄女性HPV疫苗
接种工作。

据了解，接种前，区疾控中心联合学校进
行 HPV 疫苗接种宣传动员工作以及接种意愿
摸底，根据摸底情况采购 HPV 项目疫苗，并对
预防接种门诊组织开展 HPV 疫苗接种培训。
接种工作启动后，区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前往各
镇街进行现场指导，以保证 HPV 疫苗接种流程
的规范、安全和有序。

本次疫苗对象为全区 33 所中学初二女生,
可选择三种类型的疫苗，30 个预防接种门诊参
与了接种工作。截止 3 月 6 日，全区共接种二价
HPV 疫苗 2480 人，四价 HPV 疫苗 869 人。此次
活动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学生家长表示，此
次 HPV 疫苗接种补助工作是一项惠民利民的
好项目。

3 月 8 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
节，今年，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女性健
康上。近年来，大家对于乳腺健康的
关注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唐乐辉
告诉记者，在他的专家门诊上，越来
越多的女性对乳腺健康非常重视：由
于对乳腺癌的恐惧，一旦发现乳房有
不适症状，就会前去就诊或咨询相关
情况，还有部分患者由于乳腺癌的隐
匿性和自身对乳腺知识的缺失，就诊
时肿瘤已经出现了淋巴结、肝肺、骨
头的转移。唐乐辉说，这两种患者都
应引起重视，我们既不能过分恐惧乳
腺癌，也不能长时间不去关注乳腺健
康，所以，认识乳腺癌、了解乳腺癌非
常重要。

乳腺癌具有隐匿性
最常见的症状表现是乳房肿块

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上皮组织的
恶性肿瘤，它最常见的症状表现是乳
房肿块，随着病程的发展，患者也可能
出现乳房皮肤异常、乳房轮廓改变、乳
头凹陷、单侧乳头溢液、同侧腋窝淋巴

结肿大等症状。
造成乳腺癌的病因目前尚不完全

清楚，但西医认为乳腺肿瘤的发生多
由内分泌的失调、基因突变导致。中
医认为乳腺肿瘤是由于肝气郁结、气
滞血瘀形成。唐乐辉说：“乳腺癌家
族 史 是 乳 腺 癌 发 生 的 危 险 因 素 之
一。家族史是指一级亲属当中比如
母亲、女儿、姐妹中有患有乳腺癌的
就称为乳腺癌家族史。近年发现乳
腺腺体致密也成为乳腺癌的危险因
素。乳腺癌的危险因素还有月经初
潮早小于 12 岁、绝经大于 55 岁、未
婚、未育、晚育、未哺乳等，患乳腺良
性疾病也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胸

部接受过高剂量放射线的照射导致
基因突变，或者是长期服用外源性的
雌激素，还有绝经后肥胖、长期过量
饮酒或者心情抑郁、过度劳累机体免
疫力下降，以及携带与乳腺癌相关的
突变基因也会导致乳腺癌。

一般来说，乳腺癌的高危年龄是
45~55岁、65~75岁，但现在乳腺癌患者
越来越年轻化，其他年龄段也应该加
强关注。

由于乳腺癌具有隐匿性，早期症
状并不明显，在没有进行专科检查时，
部分患者无法及时发现乳房的异样，
所以，我们应该定期体检，确认身体有
无异常。但也要注意，体检只是一次

肿瘤初筛，初筛后如发现问题，患者应
及时到专科接受进一步诊疗。

乳腺癌可以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预防
女性朋友们应引起重视

乳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我们是
否可以先做好预防呢？唐乐辉表示，
乳腺癌的预防是一个非常重大也非
常重要的课题。权威医学期刊《柳叶
刀》杂志最新发表的论文指出，通过
预防用药＋每年钼靶筛查±磁共振
成像，乳腺浸润癌风险低 40%，乳腺
癌 死 亡 风 险 低 57% 。 这 相 当 于 每
1000 例高风险女性绝对减少 95 例乳

腺浸润癌和 42 例乳腺癌死亡。中医
方面对乳腺癌的预防也进行了研究，
中药剂能有效抑制乳腺癌的发生，而
且能够显著抑制乳腺癌肺转移。通
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预防，效果
明显，但患者也要注意副作用的产
生，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在专科医生的
指导下用药预防。

那么，患了乳腺癌应该怎么接受
治疗呢？唐乐辉说，恶性肿瘤的治疗
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
向治疗、中医中药治疗等。其中，手
术治疗包括改良根治、保乳、重建乳
房等。大多数早期发现的乳腺肿瘤，
通过这几种方式的治疗，治愈率可以

达到 80%~90%。但部分患者切除乳
房后会有心理障碍，对身体、情绪、生
活都会有一定干扰，这时候就应该加
强心理疏导，让自己逐渐接受。当
然，最重要的还是定期体检、早期发
现，通过规范化治疗，不切除乳房也
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而且对生活质
量的影响很小。

唐乐辉表示，乳腺癌的发病率越
来越高，就诊难度也有所提升。针对
患者就诊问题，普通患者可以提前预
约，如果发现乳房有肿块、橘皮样改
变、红肿热痛、乳头溢血等特殊情况，
可以进行特需预约，直接和医生或医
生助理沟通。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有越
来越多的女性患上了乳腺良性疾病，
乳腺增生、乳房疼痛、月经前后乳房有
肿块等乳腺良性疾病患者可以先舒缓
自己的情绪，必要时可以吃一点中药
缓解病情。此外，乳腺炎、乳头溢液、
乳腺良性肿瘤等乳腺良性疾病患者也
不需要太担心，通过规范治疗都可以
解决。健康人群则应该保持健康饮
食、作息、运动以及良好的情绪。

关爱乳腺健康 绽放一生美丽
○记者 王灿

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宣）重庆市合川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