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姨妈大姨妈””的形成其实是卵泡发的形成其实是卵泡发
育的历程育的历程。。卵巢每个月都有一批卵卵巢每个月都有一批卵
泡发育泡发育，，但是通常只有但是通常只有 11 个卵泡能个卵泡能
发育成熟发育成熟、、排卵排卵，，排卵后如果没有受排卵后如果没有受
孕孕，，随即形成月经随即形成月经，“，“大姨妈大姨妈””随之而随之而
来来。。之后又开始下一个周期之后又开始下一个周期，，选择选择
新的优势卵泡生长壮大新的优势卵泡生长壮大，，周而复周而复
始始。。以排卵为界以排卵为界，，排卵前为卵泡期排卵前为卵泡期，，
主要分泌雌激素主要分泌雌激素；；排卵后为黄体期排卵后为黄体期，，
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雌激素让女雌激素让女
性玲珑有致性玲珑有致、、光彩照人光彩照人，，还可以保护还可以保护
心血管心血管、、骨骼和神经系统骨骼和神经系统，，所以雌激所以雌激
素是女性美丽与健康的保护神素是女性美丽与健康的保护神；；而而
孕激素能协助雌激素完成生育功孕激素能协助雌激素完成生育功
能能，，还能防止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还能防止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
过度增殖过度增殖，，避免子宫内膜癌的发生避免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故也被称作子宫的保护伞故也被称作子宫的保护伞。。

正常的正常的““大姨妈大姨妈””有有 44 个所要遵个所要遵
循的规矩循的规矩：：

11..周期频率周期频率：：正常的月经频率正常的月经频率
是是 2121--3535 天天 ，，小 于小 于 2121 天 为 月 经 频天 为 月 经 频
发发，，大于大于 3535天为月经稀发天为月经稀发。。

22..周期规律性周期规律性：：相邻月经周期相邻月经周期
天数相差不超过天数相差不超过 77天天。。

33..经期长度经期长度：：正常的经期应该正常的经期应该
是是 33--77天天。。

44..经期出血量经期出血量：：正常月经量为正常月经量为
55--8080mlml，，小于小于 55mlml叫月经过少叫月经过少，，大于大于
8080mlml叫月经过多叫月经过多。。

但凡但凡““大姨妈大姨妈””有一项不在以上有一项不在以上
范围范围，，如月经稀发如月经稀发、、月经频发月经频发、、大出大出
血血、、闭经等闭经等，，即可视为即可视为““大姨妈大姨妈””异异
常常，，或者称之为不规则出血或者称之为不规则出血。。只要只要

““大姨妈大姨妈””不正常不正常，，就必须引起重视就必须引起重视，，
及时去医院检查及时去医院检查，，可以及早发现某可以及早发现某
些疾病些疾病，，早诊早治早诊早治。。

首先要通过妇科检查排除阴道首先要通过妇科检查排除阴道、、
宫颈宫颈、、泌尿道等其它部位出血泌尿道等其它部位出血，，确定出确定出
血是否来自子宫血是否来自子宫。。

其次需要做超声及其它相关检查其次需要做超声及其它相关检查
来判断是否有器质性病变来判断是否有器质性病变，，比如子宫比如子宫
内膜息肉内膜息肉、、子宫腺肌病子宫腺肌病、、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子子
宫内膜病变和血液系统疾病等宫内膜病变和血液系统疾病等，，并同并同
时要排除和妊娠相关疾病时要排除和妊娠相关疾病。。

当排除了这些疾病后当排除了这些疾病后，，则多考虑则多考虑
是由于排卵障碍导致的月经紊乱是由于排卵障碍导致的月经紊乱。。能能
够有子宫出血的女性够有子宫出血的女性，，虽然没有排卵虽然没有排卵，，
但一般不缺雌激素但一般不缺雌激素，，仅缺乏孕激素仅缺乏孕激素，，而而
孕激素是子宫的保护伞孕激素是子宫的保护伞，，长期缺乏长期缺乏，，子子
宫内膜就容易发生病变宫内膜就容易发生病变，，如子宫内膜如子宫内膜
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甚至可能演变为子宫内甚至可能演变为子宫内
膜癌膜癌。。妇科内分泌治疗原则妇科内分泌治疗原则，，也是大也是大
自然所遵循的法则自然所遵循的法则：“：“缺什么缺什么，，补什补什
么么”，”，此时需要及时补充孕激素此时需要及时补充孕激素，，不但不但

可以协助月经恢复正常可以协助月经恢复正常，，同时也能同时也能
有效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有效降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而对而对
于长期闭经的妇女于长期闭经的妇女，，通过检查通过检查，，如果如果
为雌激素过低所致为雌激素过低所致，，此时既缺雌激此时既缺雌激
素素，，也缺乏孕激素也缺乏孕激素，，故即需要补充雌故即需要补充雌
激素又要补充孕激素激素又要补充孕激素。。

11..““大姨妈大姨妈””该来的时候没有该来的时候没有
来来，，比如比如 4040 多天没来月经了多天没来月经了，，就要就要
及时就诊及时就诊。。

22..““大姨妈大姨妈””该走的时候没有该走的时候没有
走走：：月经经期长度一般为月经经期长度一般为 33--77天天，，如如
果超过果超过 1010 天仍然有不规则出血天仍然有不规则出血，，也也
要及时就诊要及时就诊。。

““大姨妈大姨妈””是需要每月如期而是需要每月如期而
至的至的，，如果不遵循规矩如果不遵循规矩，，可能潜藏可能潜藏
着某些疾病着某些疾病，，一定要到医院查因一定要到医院查因
诊治诊治。。

□ 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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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规矩的不守规矩的““大姨妈大姨妈””
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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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脚趾甲长到肉
里的体验吧，走起路来脚趾会很疼，但
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它。大部分人的
做法就是自己修剪或者是拔甲，但自
己随意修剪可能会造成感染，多次拔
甲可能会让指甲习惯性滑落，总之这
两种处理方法都有可能造成严重后
果。针对这种情况，小编提供几点建
议以供参考。

我们可以每天晚上用温水泡脚
十分钟，使血液循环加快，脚趾甲也
有所软化，方便修剪。随后，就可以
用指甲刀将嵌在肉里的指甲剪掉，
这里可以使用专门修剪这种嵌到肉
里的有着尖头的指甲刀。在修剪的
时候，不要剪得太短，这样很容易造
成出血，也可能会感染细菌造成更
加严重的情况。在修剪好之后，还
可以在脚趾甲周围涂上一些碘酒，
起 到 一 个 简 单 的 消 毒 作 用 ，预 防
感染。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穿着高跟鞋或
皮鞋，高跟鞋会让脚板前端承受着很
大的压力，会有更大的可能使得脚趾
甲长到肉里去。而穿皮鞋受挤压不透
气，也就有负面影响。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穿上大小合适的鞋子，或者大半
码的鞋子，并可以多次更换不同类型
的鞋子来穿。出门的时候，最好选择
穿上干燥且透气性好的鞋子，不仅穿
着舒服，对脚趾甲的伤害也没有那
么大。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首先要做到的是爱护
指甲周围的皮肤，做好清洁工作，尽量
不要让指甲受到损伤。其次，如果倒刺
已经长到肉里去了，那么不要随意地拔
除，可以选择用修剪刀进行修剪，并做
好消毒工作。

如何避免脚趾甲长进肉里

□□ 生活百科网生活百科网

良好习惯良好习惯 悉心注意悉心注意

勤换鞋子勤换鞋子 保持透气保持透气

每日泡脚每日泡脚 及时修剪及时修剪

“咳嗽礼仪”是降低感染和传播
冠状病毒风险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之
一，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在咳嗽
或者打喷嚏时都要遵守咳嗽礼仪，给
自己也是给他人一份健康保证。那
什么是规范的“咳嗽礼仪”呢？让疾
控君来告诉你。

1.当你咳嗽或打喷嚏时，尽量避
开人群，用纸巾、手绢捂住口鼻，防止
唾液飞溅。避免用双手遮盖口鼻，因
为这会让手沾染上病菌，也会将病菌
传染给别人。

2.如果临时找不到手帕或纸巾，
情急之下，可以用手肘的衣袖内侧来
代替手捂住口鼻。弯曲手肘后，再靠
近口鼻。这个动作可以将喷出的飞
沫阻挡在手肘皮肤或者衣服上，而这
个部位较为干燥，且不容易再接触其
他公用物品，可以有效阻断病原微生
物的传播。

3.使用后的纸巾不要随便乱扔，
要丢到垃圾桶里。

4.咳嗽或打喷嚏后要立即清洗
双手或使用免洗消毒液进行手消毒。

5.如果患有呼吸道疾病，外出时要
佩戴口罩，同时与他人保持至少1米以
上距离。说话语音不要过大，避免“唾
沫横飞”。

咳嗽礼仪

□□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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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鱼不换水 石头里种蔬菜

（上接 1 版）技术方上海芾驰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志刚介绍，
这个“鱼菜共生”系统拥有多项智慧
科技。“整个大棚的养育环节，除了
种菜摘菜之外，还可以实现鱼和蔬
菜的种养无人化管理。”

鱼池旁的一个液晶屏上，显示
着多项数值：水质氨氮容量 1.8、溶
氧 量 13.95、PH 值 7.84、水 位 0.89，

以及水温 25.31。“这是我们设计的智
能控制系统，主要对养鱼的水质进行
监控。”冯志刚说，如果发生数值异常，
可以实现自动判断，在云端远程报警。

另外，大棚温湿度自动监控系统
可以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大棚内的湿
度、温度，自动控制大棚的天窗、风机、
水帘以及外遮阳、内遮阳的开关。一
旦大棚内温度、湿度超过设定范围，系

统会自动启动相应设备，快速进行
调节，达到适宜的范围。

目前，顾伯伯农家乐是“鱼菜共
生”项目在崇明的第一个实验基
地。市民可以在这里体验、了解鱼
和蔬菜的生态生长过程。再过一段
时间，等蔬菜和鱼的生长趋于稳定，
就可以直接从“田头”搬上农家乐的
餐桌啦。

说起大葱，相信大家对此再熟
悉不过了，大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食用的一种调味食材，炒菜炖
肉煲汤等等，都少不了大葱。

大家只知道大葱是一种调味
品，其实大葱有很多的功效和作用。

大葱富含蛋白质、糖类、脂肪、
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磷酸糖、维
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铁等
多种营养成分。

1.促进血液循环
大葱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大葱

含有维生素 C，有舒张小血管，促进
血液循环的作用，可防止血压升高
所致的头晕，使大脑保持灵活，并预

防老年痴呆。大葱的挥发油和辣素，
能祛除腥膻等油腻厚味菜肴中的异
味，产生特殊香气，如果与蘑菇同食还
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2.降胆固醇
大葱可降低坏胆固醇的堆积，经

常吃葱的人，即便脂多体胖，其胆固醇
并不增高，而且体质强壮。葱叶部分
比葱白部分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A、C
及钙。

3.缓解疲劳
大葱里面含有烯丙基硫醚，这种

物质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当与维生
素 B1含量较多的食物一起吃的时候，
可以促使食物中的淀粉和糖类转化为
热量，帮助缓解人的疲劳。

4.预防癌症
大葱所含的果胶，可明显地减少

结肠癌的发生，有抗癌作用。葱内
的蒜辣素也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
长，葱还含有微量元素硒，可降低胃
液内的亚硝酸盐含量，对预防胃癌
及多种癌症有一定作用。

5.解毒调味
解毒调味是大葱的另一个功

效。大葱具有解毒的作用，主要用
于风寒感冒、阴寒腹痛、恶寒发热等
症状。另外，大葱含有挥发油和辣
素，可以帮助去除食物中的腥膻味，
起到调味的作用。

6.发汗抑菌
大葱具有刺激身体汗腺，达到

发汗散热之作用；葱油可以刺激上
呼吸道，使黏痰易于咳出。葱中所
含大蒜素，具有明显的抵御细菌、病
毒的作用，尤其对痢疾杆菌和皮肤
真菌抑制作用更强。

大葱的功效和作用

□□ 360360常识网常识网

大葱的营养成分

大葱的功效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