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卵巢早衰

健康话题
正所谓“卵巢老一岁，女人老十岁”，卵巢对维持生殖功能及女性性征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深受卵巢早衰困扰。什么是卵巢早
衰？引起卵巢早衰的原因有哪些？它有哪些症状？女性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
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医生吴薇，请她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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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医院

完成医院首例经皮穿刺治疗
三叉神经痛的极微创手术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痛起来像针刺、像刀割、像电
击……”一旦被这种病缠上，就算是年轻壮汉也扛不住，这
就是俗称“天下第一痛”的三叉神经痛。近日，区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团队成功完成医院第一例经皮穿刺治疗三叉神
经痛的极微创手术，为三叉神经痛患者带来福音。

76岁的何大爷8年前就开始反复出现左侧面部疼
痛，吃饭、刷牙时这种像刀割、烧灼的疼痛更明显。何
大爷前往多家医院就诊，采用药物治疗后，效果依旧不
佳。一开始，何大爷以为这是牙痛所导致，觉得拔牙或
许可以缓解，但是拔掉口腔内所有牙齿后，疼痛却如脱
缰野马，发作的次数愈加频繁，甚至痛得饭也吃不下。
最后何大爷来到区人民医院就诊，坐诊的区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李成才诊断后告诉何
大爷，这是三叉神经痛“伪装”成牙痛，光治疗牙齿可是
解决不了三叉神经痛的。

李成才说，当药物治疗对三叉神经痛不再起作用
时，就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有开颅微血管减压
术、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等。开颅可
以将压迫三叉神经的血管移除或分离，但这种手术创
伤相对较大，对高龄患者一般不推荐。三叉神经痛一
般多由一根小血管压迫神经造成，经皮穿刺三叉神经
半月节球囊压迫术用一根穿刺针，从患者侧口角旁穿
刺，将压迫球囊导入麦氏囊，通过充盈球囊对三叉神经
半月结进行压迫，让半月结内交换神经元变性，从而截
断三叉神经感觉的传导通路，就能达到缓解疼痛感知
的作用。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压迫术避免了
开颅，更适合高龄、身体条件较差的老年患者。

何大爷欣然同意用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球囊
压迫术进行治疗，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立即为他
安排手术，在全麻下手术过程中，何大爷几乎没有疼痛
和不适感，手术时间也短，术后当天何大爷就可以下床
活动，伴随老爷子多年的疼痛也奇迹般消失了。

李成才提醒市民朋友们，三叉神经痛主要症状是
面部出现电击、针刺样的疼痛，有时伴有烧灼感，会突
然发作、突然停止、间断发作，发作时的疼痛非常剧烈，
令人难以忍受。往往一些无害的刺激就会诱发疼痛，
如刷牙、洗脸、吃饭、说话、面部遇冷空气、轻拂面部
等。面部疼痛时切忌想当然地认为是牙痛发作，以致
错误施治、贻误
时机，应该在出
现上述症状时及
时去到正规医院
科学就医。

区疾控中心

开展系列惠民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灿 通讯员 陈敏）记者从区疾控

中心获悉，连日来，该中心积极开展一系列惠民工作，
用专业知识扎实做好全区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筑牢
全区人民健康屏障。

在南津街街道、太和镇等镇街，众多初二女生在家
长的陪同下接种了 HPV疫苗。中心工作人员对 HPV
疫苗接种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保证了疫苗接种流程
的安全、规范和有序。HPV疫苗的接种，可筑牢适宜人
群免疫屏障，进一步保障全区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命
质量。

在区人民医院结防门诊，区疾控中心结防科工作人
员就结核病患者治疗及管理情况进行了督导，同时对患
者在医院的治疗情况进行了调查，并与医院就患者管理
方面展开沟通，促进我区结防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在云门街道天神村等4个村（社区），区疾控中心中
心工作人员开展了新冠抗体血清学监测工作，为下一
步的科学防疫和新冠病毒的研究提供参考。在渭溪中
学、隆兴镇滴水村等地，中心工作人员开展了诺如病毒
调查采样，向群众普及了诺如病毒的防控知识，减少传
播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的安全。

在高阳小学、钱塘小学等校园内，区疾控中心工作
人员开展了近视、龋齿、脊柱侧弯等学生常见病监测工
作。同时对教室中光照的强度和桌椅是否与学生身高
匹配进行监测。通过监测，为下一步学生常见病干预
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区内学生健康成长。

据了解，区疾控中心一直秉持着“未时防、疫时战、
长久安”的职业精神，积极践行着疾控的使命，接下来，
他们将继续通过一系列惠民工作，创造健康环境，维护
社会稳定，为全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巢内卵母细胞储备
逐渐减少，女性会经历不孕、不育、月经周期
缩短、月经不规律等，并最终绝经。女性早
衰最早体现在卵巢衰老，卵巢功能正常与
否，往往决定了女性的生理年龄，所以，女性
关注卵巢健康，预防卵巢早衰非常重要。

卵巢早衰可能与精神压力和不
良生活方式有关

卵巢早衰是指女性 40 岁以前出现闭
经、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和雌激素水平降
低，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围绝经期症状。

据吴薇介绍，卵巢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卵
子并排卵和分泌女性激素，卵巢功能减退分
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卵巢功能
减退就是平时说的更年期，卵巢储备的卵泡
经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消耗，最后逐渐耗
竭，雌激素变得很低，更年期就来临了。“这
是一种正常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每

位女性都应该学会调节，逐渐适应身体的变
化，平稳度过更年期。病理性的卵巢功能减
退是指未到更年期年龄，却出现了卵巢功能
下降的现象，也就是卵巢早衰，这是不正常
的，应当予以重视并及时治疗。”她说道。

近年来，卵巢早衰的患者日益增多，年
龄也出现低龄化趋势。吴薇告诉记者，引起
卵巢早衰的原因可能与现代女性精神压力
过大及不良生活方式有关。许多女性因长
期精神紧张，生活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大
量饮酒、咖啡、浓茶等，加重了身体负担，导
致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紊乱，使卵巢功
能过早下降。吸烟对卵巢也有直接伤害，可
以使更年期至少提前2至3年，对卵巢早衰
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卵巢早衰的主要临床表现月经失调、闭
经、生育能力低下甚至不孕，并伴发围绝经
期症候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更年期综合
征。此外，卵巢早衰患者还易发生骨质疏
松，导致骨折和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明显

高于健康女性。卵巢早衰严重时还会影响
患者的睡眠和生活质量，更易使患者情绪失
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预防卵巢早衰需保持良好生活习惯

卵巢早衰不仅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严
重时还可影响女性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与社
会和谐。所以，卵巢早衰的预防很重要。

预防卵巢早衰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吴薇说告诉记者，在日常生活
中，大家应做到健康饮食，少吃高油、高盐、
高糖、添加剂过多的食物，多食用蔬菜及水
果，大量饮水，每日应饮水2000ml
以上；适当多摄入具备抗氧化功效的食物，
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蛋白质，如奶类、豆制
品、西红柿、菠菜、胡萝卜等；坚持运动，建
议每周坚持2次以上的身体锻炼，如慢跑、
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但应避免过度运动
与剧烈运动；作息规律，高效充足的睡眠可

提高身体抵抗力，有效延缓衰老，建议每日
睡眠时间应保持在 7-8 小时；保持良好生
活习惯，不吸烟、减少油烟吸入，做菜尽量
少煎炒炸，少用色拉油，尽量少服不需要的
药物；控制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
女性还可以通过定期体检、学习孕产知识，
尽量做到防止意外怀孕、适龄生育等方式预
防卵巢早衰。

针对已经患上卵巢早衰的患者，吴薇表
示，虽然目前尚无有效方法逆转卵巢早衰患
者的卵巢功能，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现
在已经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卵巢早衰患者
的症状，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吴薇说：“卵巢早衰者最主要的变化就
是雌激素水平的降低，因此，‘缺什么补什么
’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治疗方法。激素补充
治疗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缓解低雌激素相关
的症状，还有益于预防心血管和骨骼疾病，
建议只要没有禁忌症的卵巢早衰患者均应
进行激素补充治疗。”

卵巢早衰“早认识”科学预防护健康
○记者 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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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你这只是最常见的病症，
只要配合治疗，很快就会康复……”近日，
当记者去到重庆合川宏仁医院时，该院妇
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卫东正在为患者
看诊。她从事妇产工作20余年，擅长开展
经腹、经阴道、经脐单孔腹腔镜相关手术；
对妇产科疑难杂症、不孕不育、复发性流
产、盆底疾病、恶性肿瘤、高危妊娠等诊治
具有丰富临床经验。

刚刚过去的三八妇女节是全世界妇女
的节日，当天妇女们都会放假休息，张卫东
在这一天却依然忙碌着。她心里挂念的是
这一天会面临什么样的病人和疾病，在意
的是有多少心急如焚的患者，当天会做几
台手术……采访中，张卫东向记者详细介
绍了她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仍然坚守岗位
的情景。

3月8日早上7点，春天的清晨，很多上
班族可能都还未起床，而张卫东早已在去
往单位的路上。7点20分，她到达科室，询
问值班医生当天重症患者的治疗情况，仔
细查阅住院患者的病案资料。7 点 30 分，
她组织全科医务人员召开晨会，这是一个
重要的交接环节，大家通过交流了解病人
最新的病情，及时掌握病人的疾病进展。7
点 40 分，她带队组织查房，细心询问患者
的恢复情况，叮嘱患者注意术后事项，解答
患者和家属关心的问题。8点，她准时到达
门诊开始看诊工作，仔细了解每一位患者
的病史、症状，认真进行相关检查，耐心解
答患者提出的疑问。整整一个上午，她都
沉浸在繁忙的工作中，没有片刻休息，其间
连喝口水都没顾得上。

时针迈过中午12点，眼看已到了下班
时间，诊室外仍然有不少患者等待着。张
卫东没有下班，继续为预约的患者看诊。

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已是下午 1 点。这
时，她才抽出时间为自己泡了一盒方便
面。“作为医生，这种状态太正常不过了
……”张卫东说，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却
道出了这份工作的艰辛。因为上午病人
太多或者中午需要加急诊手术，对她来说，
午饭经常就是一盒方便面、一个盒饭套餐，
也可能只是一杯咖啡……这些年下来，不
知道有多少个午饭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解
决”了。

根据预约安排，当天下午张卫东要做
三台手术。下午2点，她匆匆赶往手术室，
换衣、洗手、消毒。作为副主任医师，从事
这样的手术虽然已经不知多少次，但每一

次“出手”她还是慎之又慎，认真做好准备
工作，因为她知道，任何疏忽都可能给患者
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下午5点30分，做完手术，张卫东刚回
到办公室坐下，科室医生王建君就过来
了。“张主任，观察的2床病人出现症状了，
请到病房去一下……”王建君说。张卫东
走进妇产科病房，里面一片忙碌。入院观
察一天的孕妇方方（化名）肚子疼痛难忍、
阴道大出血，急需进行抢救！妇科主治医
师甘平萍、唐泽已经到位。“方方患有妊娠
合并高血压，怀孕 34 周，可能胎盘早剥
……”王建君焦急地说。“立即进行手术！”
在张卫东的组织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

救开始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孩子平
安降生，产妇因失血较多，仍需继续抢救。

晚上 7 点，方方依旧没有脱离生命危
险，张卫东不时安慰着方方的丈夫。晚上9
点半，方方的情况有所好转，但病情不时反
复，血压仍偏低。“稳住阵脚，继续输血及促
宫缩治疗！”张卫东忙而不乱，交代身旁护
士说。晚上10点30分，张卫东依旧在办公
室，一边观察着方方的治疗，一边完善手术
记录和病历，为患者建立数据库。这时，她
的左手插上了输液的针头，因为工作太紧
张，她的胃病又犯了。

“妈，你下班了没有？”正忙碌着，读高
三的儿子打来电话。“儿子，妈在忙，你不用
管我，先睡觉吧！”“妈，我想等你回来，好几
天没看到你了。”“儿子，你才做了阑尾手术
不久，要多休息，养好身体备战高考，距离
高考只有 3 个月了。”“妈，我的身体好着
呢！我会好好复习的，你放心吧！”“好的，
妈妈忙完就回家。”挂了电话，张卫东眼眶
湿润了，但手里的工作却一刻未停。

这就是张卫东的三八节，和她从事妇
产工作以来的无数日子一样，完全奉献给
这份职业了。陪伴着她这一天的是温馨的
查房，是耐心细致的检查，是专心致志的手
术……

时针滴答，时空接续，日子一天接一
天，病人一个接一个，像张卫东这样的医
师，在宏仁医院还有不少，为患者全身心付
出的同时，心里满是对家人的深深亏欠。

“医师是一个崇高的称号，一袭白衣代表的
是责任和对生命的敬畏。选择了这个职
业，就等于选择了一份责任与担当，选择了
无私的奉献。虽然会付出很多精力和心
血，但病人经过治疗得到康复，再苦再累都
值得！”采访结束时，张卫东诚挚地说。

坚守岗位展风采
——记重庆合川宏仁医院妇产科主任张卫东

○记者 刘亚春

张卫东（右二）带领同事查房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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