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岁少女以为月经紊乱
检查发现宫颈肉瘤

最近几个月，小颖都断断续续地出现
了阴道出血的情况，流血量时多时少，本以
为是月经不正常，她就到处看病调理、吃
药，但似乎并不见好。与此同时，她还经常
头晕、乏力，整个人的精神一直不太好。

10月11日，因为头晕、浑身无力的症
状比以往更加严重了，小颖独自一人踉踉
跄跄地来到医院。在血液科检查后，医生
发现小颖体内的血红蛋白只有27g/L，而

正常人的这个数值一般是120g/L。一般
情况下，人体血红蛋白数值低于60 g/L，
就属于重度贫血，低于30 g/L则属于极
重度贫血，“像她这个血红蛋白数值，甚至
可能马上死亡。”妇科副主任医师刘露说，
小颖之所以还能自己走到医院，是因为她
所失去的血液是在长时间段内一点点慢
慢流失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耐受
了这种贫血状态。

随后的三天内，医生为她输血总量
达到1600毫升，以维持小颖身体的正常
运行。但是，针对于她阴道出血的情况，
经妇科医生一会诊，却发现了大问题。

刘露在详细询问女孩情况后，已经意
识到小颖的阴道长期流血不是简单的问
题，在为小颖进行检查时，刘露发现她未
婚女性本该呈现闭合状态的阴道口被一
个巨大肿瘤撑开，一团黑紫色的东西堵在
阴道口，用手都摸不到边界，“很吓人。”刘
露说，她从业20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病
人，通过进一步的B超检查，医生在小颖
的宫颈上发现了直径约10公分的肿瘤。

手术取出巨型肉瘤
病情罕见医生就诊定制化疗方案

10月19日，小颖转入妇科住院。科
主任何雯在听取刘露的汇报后高度重

视，意识到小颖病情特殊，立即组织科室
多名医师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为明
确诊断，宫颈肿瘤的活检手术必须尽快
进行。小颖转入妇科病房的当天下午，
在做好备血，输液，纱条，各种监护的条
件下，医护人员对小颖进行宫颈肿瘤组
织活检手术，由于肉瘤表面破损，活检术
中小颖又开始阴道大量流血。两天内，
医生一边用纱布阴道填塞压迫肿瘤进行
止血，一边焦急的等待活检结果后再制
定下一步的治疗计划。

10月22日，活检结果出来了，事实证
明小颖患上宫颈胚胎性横肌肉瘤。“这是
一种非常罕见、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刘
露介绍，根据文献记载，子宫肉瘤约占子
宫恶性肿瘤的3%-4%，它可能发生在子
宫体肌组织、子宫内膜间质等部位，罕见
的是像小颖这类发生于宫颈的情况比发
生在子宫体部的肉瘤机率还要小15倍。
发病原因与遗传因素有关，平均发病年龄
在18岁左右，平均5年生存率不到30%。

“必须马上给她手术！”何雯主任及刘露副
主任再次紧急组织全科室进行讨论，为了
留住小颖宝贵的生命，必须尽快切除小颖
的子宫。在医生的反复告知沟通后，小颖
的家人含泪签下了手术同意书。当天下
午，在制定周密的手术计划后，带着家人

的嘱托，看着小颖让人怜惜的瘦弱的脸
庞，医生心情无比沉痛的将小颖送入手术
室。经过3小时的精心手术小颖的子宫
及巨大肿瘤的被顺利完整切除。

手术这一关非常顺利的完成，但制定
后期的化疗方案却并不容易。因为是罕
见病，实际病例和文献记载都少，为了帮
小颖制定各方面都适合的方案，刘露和科
主任何雯分头联系成都市妇科省级专家
进行咨询，还把小颖的病情当作案例在全
国学术会议上提出讨论，向全国的妇科专
家“取经”。经过集思广益和深思熟虑之
后，一套周密的化疗方案制定完成。

小颖需要进行3-4次化疗，每次间隔
21天，目前，小颖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化
疗，复查如果没有大问题近期就能出院。

未婚女性也应关注妇科检查
”很多人认为无性生活就不用看妇科

检查，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刘露提醒，
女性不正常的阴道流血、肚子疼不一定是
月经不调，还很有可能是妇科疾病。她建
议18岁以上的女性应该每年到妇科进行
一次检查，18岁以下的女性也应该不定期
进行妇科方面检查，“至少通过B超检查
能发现一些明显的盆腔包块，避免病情被
延误。” 封面新闻记者周家夷

21岁女孩“月经不调”流血致贫血检查发现罕见宫颈肉瘤
很长一段时间内，21岁的小

颖（化名）都觉得头晕、无力，阴
道还常常莫名流血，到医院就诊
后医生大吃一惊，她的血色素已
经低于常人许多，属于极重度贫
血，更严重的是，医生在她的宫
颈上发现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
巨大宫颈肉瘤，最后并不得不手
术切除肿瘤和子宫。

2018年11月7日，小颖在成
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完成了第一
阶段最后一天的化疗，目前她的
状态还不错，如果后期复查没有
问题，近期就能出院了。

未婚、无性生活的女孩怎么
会得宫颈肉瘤？成都市第六人民
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刘露介绍，
这种病非常罕见，发病原因与遗
传等因素有关，她还提醒，女性一
旦发现异常的阴道流血，应该尽
早就医，即使是未婚女性，也应该
定期进行妇科B超检查，早期发
现盆腔内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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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饲养宠物越来越普
遍，各地由不文明养犬引发的矛盾冲突乃至
恶性事件不断，甚至引发爱狗人士和不养狗
人士的对立，影响社会稳定。

“狗的问题，源头是人的问题。”管狗，要
从管人做起，重点要管住两类人，一是养狗
的人，二是管养狗的人。

狗可以不懂事，人必须明事理。依法养
犬，文明养犬，是每个养犬人的义务。

文明来自长期的习惯养成。各类文明
养犬规定的贯彻执行，贵在持之以恒。形成
文明养犬的社会氛围，不仅要有拉网式、运
动式执法，还要有日常涓涓细流式的执法与
宣传。管理不文明养犬，应该像查酒驾一样
严格才能取得效果。要让“养狗必办证”“遛
狗必拴绳”的观念像“喝酒不开车”一样深入
人心，成为习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须严
格依法依规管理，让违法违规养犬的处罚落
到实处，才能划定文明养犬的底线。

同时，还应对养狗管理者加强监督与考
核，对失职渎职者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在推进文明养犬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
能用恶犬伤人事件否认犬是人类的朋友，也
不能以“犬是人类的朋友”为由和稀泥，捣糨
糊，为不文明养犬行为脱责。只有立好规
矩、管好人，你的爱犬才可能成为别人眼里
的朋友。 据新华社

近日，成都市政相关单位
在成华区槐荫路修建道路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处保存完好
的汉代墓群。经考证，墓群年
代可追溯至东汉早期，根据墓
地排列顺序和出土文物判断，
极可能是当时地方豪强家族
墓地。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挖掘，经过
初步勘探，共发现4座东汉早
中期的券顶砖室墓，从北到南
依次排列，时间跨度接近100
年。就此，这处埋藏地下许久
的砖室墓，在历经约2000年风
雨后，慢慢浮现在世人面前。

11月 15日一早，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挖掘
现场，在一座被命名为M3的
砖室墓，记者看到，墓里散落
着铁剑、五铢钱以及陶俑。考
古现场负责人、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研究员唐彬介绍：“从
砖上的子母扣判断，应是东汉
早期工艺特征，上限可追溯至
王莽时期。”

唐彬告诉记者，从发现的
铁剑来看，这座（M3）砖石墓
里应该葬着一男一女，只不过
棺盖已被盗墓者掀开，目前人
骨不存。象征财富的摇钱树
也只剩底座。

对于墓主人的身份，唐彬
分析：“4座墓从北向南排列，
规划有序。应是地方豪强家
族式墓地。”而M3砖室墓，面
朝沙河，地势开阔。“说明选址
有讲究，注重风水。”

除了棺底散落的零星铜
钱，墓室西侧近门处与北侧放
置有随葬品，包括陶罐、陶釜、
陶灯座、陶井、陶俑、摇钱树底
座以及铁剑、铁削刀等，陶俑
包括人物俑与动物俑。透过
丰富的物品，可以想象东汉豪
强家族当时的兴盛。

据了解，汉墓M3的券顶、
甬道、墓门及墓道较为完整，
墓门处有一盗洞，总长14余
米，其中墓室长约6.8米，宽约
2.6米，顶高2.2米。墓室四壁
大面积使用长方形实心花纹
砖，以菱形纹为主，有部分联
壁纹。

为了进一步还原墓室，呈
现细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电脑软件，将M3墓室制
作成了三维模型，可以清楚地
看到保存完好的券顶和墓
道。“这在成都市区汉墓发掘
中是难得一见的。”唐斌认
为。在他看来，此次砖室墓的
出土颇有意义，是研究东汉砖
室墓修造、砌筑方式的珍贵材
料。“不但了解了古人的下葬
方式，对于研究东汉时期成都
地区丧葬礼仪习俗来讲，也是
重要参考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何方迪摄影报道

14日，记者来到该小区，刚到单
元楼下，花园内两只无人看管的狗
便开始狂吠。正在楼下散步的甘女
士说：“这几只狗凶得不得了，特别
是晚上，经常从花丛中一窜而出，把
人吓得不行。”经多名业主证实，这
几只就是张阿姨家收养的流浪狗。

杨女士于2016年买了该小区
的房子，但由于嫌太吵、太脏一直没
有入住。“收养小动物做善事可以，
但不能影响他人，这些动物没打疫

苗，咬了人怎么办？”
除了散养在小区楼下，部分犬

只被圈养在楼栋一旁的花园内，用
铁丝网圈了起来。而每当人一靠
近，里面三只不同品种的狗立马就
会围上来。

有业主透露，散养在楼下的狗
曾几次伤人。曾有一女子在小区内
夜跑，散养的小黄狗突然冲出，在她
腿上咬了一口。事后，张阿姨赔付
了该女子2000元医药费。

古墓发掘现场。

成都市限养范围
成都市中心城区及其他区（市）

县人民政府划定的限养区域。

成都市禁养的22种烈性犬

西藏獒犬 比特斗牛梗犬
巴西非拉狗犬 日本土佐犬
阿根廷杜高犬 中亚牧羊犬

意大利纽波利顿犬 德国牧羊犬
斯塔福梗犬 意大利卡斯罗犬
苏俄牧羊犬 英国马斯提夫犬

纽芬兰犬 大丹犬
牛头梗 昆明狼犬

俄罗斯高加索犬 法国波尔多獒犬
爱尔兰猎狼犬 川东犬（重庆犬）
秋田犬 中华田园犬（土狗）

老人收养20只流浪猫狗
邻居门窗紧闭掩鼻而行

近日，有读者爆料称：在成都锦江区某小区，有住户
在公用楼顶私自搭建猫狗舍，满楼梯都是猫尿狗
尿，臭气冲天。为此，记者到现场一探究竟。

今年70岁的张阿姨从2003年开始收养附近的流浪猫、
狗，现在数量已达近20只。这些散养的流浪狗多次伤人，而楼
顶公用花园也成了猫狗舍。猫狗不分昼夜地吠叫，以及楼道
内充斥的难闻气味，给小区居民带来了极大困扰，附近居民只
能门窗紧闭，下楼也是快速掩鼻通过。物业、社区、派出所曾
多次上门劝导，并试着将流浪猫、狗带走，但均被张阿姨阻止。

成都槐荫路发现

汉墓群
可能为地方豪强

家族墓
出土的砖室墓对研究东

汉丧葬礼仪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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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区物业经理徐先生告诉记者，
现在的物业公司是2016年入驻的，刚
来就有很多业主投诉张阿姨。“保洁人
员都不愿意打扫那一栋楼，嫌太脏、味
道太大。”

前两年，派出所民警将这些流浪狗
送到启明小动物保护中心，但之后张阿
姨又到启明中心把狗接了回来。由于
经常接到业主投诉，物业工作人员也曾
多次上门找她解决，并报告给派出所、

社区。“根本没用，都成老大难问题了。”
担心犬只伤人事件再次发生，上个

月，物业和张阿姨商量，将狗圈养到小
区花园一角。“只能暂时这样了，一时想
不出其他办法，对面小区也投诉说我们
小区狗叫得厉害。”

16日，成都市公安机关将对成都限
养区范围内的禁养犬只开展收容处置
工作。张阿姨表示，自己的行为是善
举，不能让人把狗带走。

记者见到张阿姨时，她正往家
里搬猫粮。“楼下的狗和楼顶的猫都
是别人丢弃后我收养的，看到它们
没有地方吃住怪可怜的。”

张阿姨在楼顶上搭建了近10
个猫窝，并堆满杂物。四周墙上布
满铁丝，这些猫四处活动，楼顶异味
刺鼻。“我们弄了一道门，把猫锁在
里面，免得它们跑到楼道内随地大
小便，引起邻居不满。”

2003年，张阿姨和老伴搬到该
小区，并开始收养流浪猫狗。据她
介绍，她每个月退休工资2000多
元，老伴儿退休工资3000多元，每

个月买猫粮、狗粮就要好几百元。
在她看来，自己的行为是善举，不理
解为何有那么多邻居反对。

“有些人养宠物，当它们病了就
抛弃，扔在小区内不管，我捡回来提
供吃、提供一个窝，有什么不对？总
比它们在外到处流浪自生自灭好
吧！”对于其他业主的投诉，张阿姨
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到楼顶打扫。

猫被捡回来后，由于没有做绝育
手术，繁殖很快。“每个月光是猫粮、
狗粮压力就很大了，哪里有钱去打疫
苗、做绝育手术。”张阿姨说，虽然经
济压力很大，但捡回来了就要负责。

噪音太大味道太重
每天只能紧闭门窗

邻居
诉苦

捡回来就要负责
自己行为是善举

主人
坚持

10月24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通知，
11月16日起，成都公安机关将对成都市限
养区范围内的禁养犬只开展收容处置工作。

成都市犬只管理协调小组办公室提
醒，养犬需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养犬登记
证》，为了爱犬、家人及他人安全，要为犬
只定期注射狂犬病疫苗。同时，携带犬只
出门须系犬绳，防止犬只暴冲、惊扰、扑咬

等情况，并随身携带垃圾袋，及时清除犬
只粪便。

未经批准在成都市限养区内饲养禁
养犬只的单位或个人，请通过将犬只送出
限养区饲养，或自行送至动物保护中心寄
养等方式妥善处置禁养犬只。从今年11
月16日起，公安机关将对成都市限养区范
围内的禁养犬只开展收容处置工作。

今日起，成都将开展犬只收容处置工作新闻链接

已成“老大难”问题
只能暂时把狗圈养

物业
回应

管狗，从管人做起

立即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钟晓璐记者吴柳锋

七旬老人在公用楼顶收养了近20只流浪猫、狗。

楼顶有近10个猫窝，并堆满杂物。

已被圈养的流浪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