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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光医院治疗后，我
宫颈的 HPV（人乳头瘤病
毒）终于转阴性了。”市民朱
女士今年 41 岁，3 年前检查
出 宫 颈 HPV16 和 HPV18
呈阳性。HPV16 和 HPV18
是导致宫颈癌的罪魁祸首，
连续 3 年检查呈阳性让朱女
士焦急万分，去年10月经朋
友介绍到常州激光医院妇科
诊 治 ，近 期 复 查 ，其 宫 颈
HPV16和HPV18等指标已
经转阴，她十分高兴。

定期检查能有很
大几率把宫颈癌拒之
门外

朱女士平时工作比较劳
累，经常出现腰酸、小腹肿胀、
白带增多并有异味的情况，甚
至有时性生活过后还会出现
阴道出血的现象。3年前到医
院检查发现，她宫颈HPV16
和 HPV18 两个指标都呈阳
性。“我急得一直到医院看，但
3年治疗并没有效果。”

去年 10 月中旬，朱女士
来到常州激光医院妇科请陆
慧主任看看。陆慧在详细了
解 病 人 情 况 后 ，为 其 做 了
TCT 检查（宫颈脱落细胞检
查）和 HPV 复查，TCT 检查
结果显示，朱女士宫颈 CIN

（宫颈鳞状上皮不典型增生）
Ⅱ级，HPV16 和 HPV18 呈
阳性，之后用阴道镜做了宫
颈活检，诊断为宫颈局灶性
CIN Ⅲ级，提示宫颈重度不
典型增生及原位癌可能。在
与患者耐心沟通后，陆慧主
任为朱女士制定了详细的治
疗方案，并施行了宫颈锥形
切除术。术后跟踪检查无不
适感，上个月来院复查，朱女

士 的 HPV16 和 HPV18 已
经全部转阴，令她喜出望外。

陆慧主任告诉记者，宫
颈癌的发病率在女性癌症中
仅次于乳腺癌，近年来还有
增多趋势。“特别是一些育龄
期妇女和绝经期前后的妇女
需要更加注意，如果出现像
朱女士这样的症状，或绝经
后仍出现阴道流血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
和治疗，以免耽误病情。及
时发现，早期治疗，宫颈癌的
治愈率是较高的。”即使没出
现相关的症状，妇女朋友们
也应该保持每半年或者一年
进行一次常规检查，及早发
现，这样能有很大的几率把
宫颈癌拒之门外。

即将到来的连续
阴雨，是霉菌性阴道
炎的高发期

今年春节以来，常州地
区阴雨天多，晴天少，霉菌性
阴道炎较往年多。而“清明时
节雨纷纷”，清明节来临，阴雨
天又可能增多，往年这个时候
都是霉菌性阴道炎的高发时
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医院
每天妇科的门诊病人里，有3
成以上都是来看这个病的。”
陆慧主任说，因为连日的阴

雨，内衣内裤会缺少紫外线的
照射消毒，再加上抵抗力下降
等原因，很容易出现外阴瘙
痒、白带增多等霉菌性阴道炎
的症状，影响生活。

陆慧主任介绍，目前医
院针对霉菌性阴道炎，会用
红外线治疗仪进行局部抗真
菌治疗，并配有专门的治疗
仪和清洗液，还专门为患者
制定合理的饮食治疗方案。

“相比传统塞药式治疗，我们
的治疗方法见效更快，一般
2-3 天就有明显效果，7-10
天便可治愈。”

据了解，妇科是激光医
院的特色专科之一，由原常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主任
徐桂琴和陆慧等经验丰富的
妇科医生主诊。陆慧主任曾
在上海市妇婴保健院进修学
习，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都
比较扎实，擅长妇科宫颈囊
肿、阴道流血、生殖系统炎
症、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子
宫内膜异位疾病、不孕症的
诊治。 越声 文 高珉 摄

定期检查，能把宫颈癌拒之门外

房 产 贷 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2722801715M
◆房产证抵押贷款，10万年利率5500元左右；
◆贷款房屋加贷、转贷、还贷垫资；
◆个体工商户、企业无抵押信用贷款；
◆公积金、保单、个人无抵押贷款。
联系人：胡先生 地址：嘉宏世纪1912室

电话：13906114097 86640438

◆非洲胡桃系列：
22mm门板非洲胡桃+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板，

台面垫板15mm松木指接板+台面15mm正宗石英石。
出厂价：2071元/米 会员价：1705元/米

◆红胡桃系列：
22mm门板红胡桃+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板，台

面垫板15mm松木指接板+台面15mm正宗石英石。
出厂价：2910元/米 会员价：1838元/米

◆金丝胡桃系列：
22mm门板金丝胡桃+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板，

台面垫板15mm松木指接板+台面15mm正宗石英石。
出厂价：3010元/米 会员价：1963元/米

◆榉木系列：
22mm门板榉木+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板，台面

垫板15mm松木指接板+台面15mm正宗石英石。
出厂价：3010元/米 会员价：1963元/米

◆红橡系列：
22mm门板红橡+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背板8mm松木指接板，台面

垫板15mm松木指接板+台15mm正宗石英石。
出厂价：3910元/米 会员价：2370元/米

标准配置
做下柜送上柜50%，含封顶板（平板）踢脚线（实木平板）8元/以下欧式拉手，亚当
斯阻尼铰链，不锈钢水池柜垫板，加重尼龙调整脚，拉篮调味篮自备或代购，自
备另付安装费50元/只，柜内天然植物木蜡油，看面水性油漆或木蜡油上色，甲
醛工厂检测合格出厂，线条另配（普通门型）。煤气包管根据实际材料另算。

标准配置
4平方米以上送二只抽屉，衣杆衣托5平方米以上送裤架一套，低
于2平方米以下按2平方米计算。超出抽屉另算。（柜内天然植物
木蜡油）柜内如需做色另算，投影面积计算。

◆普通衣柜柜体：
柜体15mm松木指接板+9mm香樟木指接板或8mm松木指

接板

出厂价：618元/平方米 会员价：486元/平方米
◆标准衣柜柜体：
柜体16mm橡胶木指接板+9mm香樟木指接板或8mm松木

指接板

出厂价：828元/平方米 会员价：596元/平方米
◆经典衣柜柜体：
柜体18mm橡胶木指接板+12mm橡胶木指接板

出厂价：1110元/平方米 会员价：882元/平方米

更多豪华定制衣柜系列，欢迎参观工厂品鉴！

◆非洲胡桃 出厂价：598元/平方米 会员价：423元/平方米
◆红胡桃 出厂价：658元/平方米 会员价：470元/平方米
◆金丝胡桃 出厂价：758元/平方米 会员价：583元/平方米
◆榉木 出厂价：758元/平方米 会员价：583元/平方米
◆红橡 出厂价：818元/平方米 会员价：706元/平方米

◆非洲胡桃 出厂价：2080元/套 会员价：1683元/套
◆红胡桃 出厂价：2680元/套 会员价：1808元/套
◆金丝胡桃 出厂价：2880元/套 会员价：2250元/套
◆榉木 出厂价：2880元/套 会员价：2250元/套
◆红橡 出厂价：3480元/套 会员价：2718元/套

更多产品系列价格请添加微信18019681999发
送详细地址及联系方式后获取。

橱柜系列 衣柜系列

定制原木门板系列

原木木门定制系列

正常门型（不含五金及单独定制安装）

正常门型（不含五金）

更多产品系列价格请添加微信18019681999发送详细地址及联系方式后获取。
会员通知：前批会员名额是华东区共2018户，微信注册满即终止，注册仅限华东区，以常州为中心（300公里以内，常州除外。其他城市按每公
里18元，收取运输及住宿费用等相关费用补贴）。
注册步骤：客户通过自己的手机添加微信18019681999（华速家居科技战略联盟）发送详细地址，姓名及联系方式，收到回复“您好，欢迎您加
入华速家居科技战略联盟”及工厂定位和门头照片后，微信转账或红包形式交纳会员费100元人民币，将在3个小时内收到华速家居科技战略
联盟会员证书，即客户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客户须在一至七个工作日内莅临华速家居体验中心签订正式合同。

2019年华速家居科技
用科技智造（确保质量，降低成本）让健康环保的纯实木家具走进龙城千家万户，打造安全的人居环境

华速人在行动 定制家具送豪华大礼尽在华速

地址地址：：常州市武进区东龙路常州市武进区东龙路8888号号（（可导航华速家居科技可导航华速家居科技）） 电话电话：：05190519--8698906986989069、、1801968799918019687999、、1801968199918019681999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犟牛调犟牛””表演表演

农历二月初八，第十一届杨桥
庙会文化节在前黄镇杨桥古村举
办，30 多项民俗表演、400 多人的走
会队伍，为来自常州市区及周边城
市的数万名游客上演了一场精彩的
视听盛宴。

与往年庙会不同，今年的杨桥
庙会文化节在往年节目的基础上，
加入了更多年轻人的节目，古老的
民俗文化遇上“时尚元素”，产生了
强烈的“化学反应”。

红歌快闪：耄耋老人助
阵新节目

早上7点不到，今年86岁高龄的
前黄初中退休音乐教师杨国钦，就带着
77岁的老伴儿章乙未来到了杨桥老街，
开始了最后一次“红歌快闪”排练。

作为第十一届杨桥庙会文化节
的亮点之一，也是本届庙会的“开门
首秀”，“红歌快闪”节目由来自前黄
镇社会各界 300 多名代表组成，共
同演唱了《歌唱祖国》等 5 首经典曲
目。虽然早在半月以前就开始了紧
张的排练工作，但临近演出，杨国钦
还是显得十分紧张。

“我和老伴儿都是杨桥人，非常
高兴能作为代表参与到此次杨桥庙
会文化节中来，‘红歌快闪’节目非常
有意义，唱出了我们杨桥人的精气
神。”杨国钦告诉记者，让自己更为自
豪的是，在歌唱组队伍中，还有很多
是自己曾经带过的学生，“他们之中，
有很多今天特意请假赶来参加演出

的，看到这些年轻人也能积极参与地
方文化建设，我感到非常骄傲。”

“小犟牛”调出新精彩

“调犟牛”是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调犟牛”表演中，需要一人扮
演牧童，其余两人搭档扮一头牛。
今年庙会迎来了一只“小犟牛”，这
只“小犟牛”表演组由运村实验学校
3名学生组成，博得了现场数万名观
众的“满堂喝彩”。

去年 9 月，在前黄镇政府和杨
桥村委的支持下，运村实验学校把
杨桥民俗文化中的“调犟牛”引入学
校校本课程。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
前提下，学校合理安排，利用学生社
团活动等阵地，把“非遗”传承人请
进学校，让有兴趣、有热情的学生接
受“非遗”项目培养。截至去年，“调
犟牛”非遗项目已在学校进行了 6
场培训，参与学生50多人。

“本届杨桥庙会文化节的‘小犟
牛’表演组，就是在前期的 50 多名
学生中选拔出来的。”“调犟牛”非遗
传承人唐正元告诉记者，“为了丰富

‘大小犟牛’的互动效果，本届杨桥
庙会文化节‘调犟牛’节目还特意编
排了新的舞蹈动作：骑牛背。”

“小犟牛”扮演者之一、来自运
村实验学校六年级的沈浩宇告诉记
者，虽然前期的训练很辛苦，但能够
成为“非遗”项目新一代传承人之
一，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徐梦超 吕亦菲 图文报道

今年的杨桥庙会，老传统搞了点新意思

陆慧主任陆慧主任（（右右11））正热情接待求诊患者正热情接待求诊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