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生优育

■保健课堂

对多胎妊娠常见的认
识误区有： 如三胎、 四胎，
没能在合适的孕周行减胎
术， 以致发生远离足月的
早产和极低体重儿的出生；
又如双胎妊娠， 没有规范
地在早孕时明确绒毛膜性
质， 而错失了在中晚期妊

娠对一些严重的双胎并发
症， 如双胎输血综合征的
及时监测和干预的最佳时
机； 再如多胎妊娠的孕母，
各种营养素的摄入不合理，
没有及时地纠正贫血， 在
分娩时发生产后大出血而
失去宝贵生命。

■
女
性
话
题

1、 剖宫产时用了麻药
引起的。

专家： 这说法是站不住
脚的。 麻醉药进入血液循
环达到一定浓度后， 会选
择性地抑制大脑皮层与神
经末梢的联系通路， 产生
麻醉镇痛作用， 并不影响
呼吸功能、 循环功能， 更
不会引起脑部缺氧。 另外，
麻醉药不会在人体内蓄积，
经肝肾代谢后， 会通过尿
液很快排出体外。 一般麻
醉后一个小时之内， 腿脚
就能恢复活动能力。 如果

使用麻醉药真会影响记忆力
的话， 那么很多手术都会用
到麻醉药， 应该是很多手术
患者都会出现记性变差的情
况， 而不单单发生在产妇身
上了。

2、 在怀孕和哺乳期消
耗大量的营养所致。

专家： 这个说法也不
对。 现在的孕产妇大多属于
吃得太多、 太好、 营养过剩
的情况， 很少会因为怀孕、
哺乳等而缺乏营养。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覃南

乳房是女性的迷人
部位， 但它也是极其脆
弱的， 所以在夫妻生活
中应尽量加以保护。

●不能用力揉捏挤
压。 女性乳房是相当娇
嫩的， 用力揉捏挤压乳
房， 容易令乳房内部软
组织受到挫伤， 或使内
部引起乳腺增生等。

另外， 外力揉捏挤
压较易改变乳房的外部
形状， 使上耸的双乳下
塌下垂。 这种乳房伤害
往往是难以恢复的。

●慎重使用情趣内
衣。 有些情趣内衣会给
乳房带来不利影响， 使
乳房的受力点过度集中
于某点， 造成乳房疼
痛； 有些情趣内衣可能
含有特殊化学物质， 应
该慎用。

●慎用润滑液涂抹
乳房。 有些年轻人比较
贪图新鲜， 润滑液、 蜂
蜜、 牛奶、 芝麻酱、 冰
激淋……常常把这些东
西往身上涂抹， 女孩子
应该注意自身皮肤的娇
嫩性和敏感性， 并非所
有东西都可以往乳房上
面涂抹的。

李翠

乳房脆弱
小心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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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释， 如果排
除了贫血、 产后抑郁症
等疾病， 产后忘性大半
和生完孩子以后生活模
式发生巨大变化有关。

第一， 生产后， 家
里多了一个小宝宝需要
照顾， 而很多妈妈都没
有养育孩子的经验， 经
常会为了照顾宝宝而整
日忙碌、 精神紧张、 睡
眠不足， 这导致大脑长
期处于疲劳、 紧张状态，
自然影响记忆力。

第二， 有了孩子以
后， 很多妈妈会将生活
的重心转移到孩子身上，
对孩子注意力的过分集
中， 势必导致其对周边
事物的漠视， 很容易就
会忘记与孩子无关的事。

第三， 怀孕前多是
小夫妻独居， 有了孩子
以后， 婆婆、 公公等都
来帮忙照顾孩子， 就可
能出现婆媳不和、 隔代
育儿理念起冲突等问题，
这都会影响妈妈们的情
绪， 进而影响记忆力。

特别是在刚分娩后，

由于分娩前精神高度紧
张， 少数产妇可能出现

“产后认识功能短暂缺
失”， 出现记忆力差、 爱
忘事、 计算力下降、 嗜
睡、 答非所问、 对一些简
单的事物都分辨不清、 走
路不稳等异常。 一般情况
下， 只要产妇充分休息、
睡眠充足， 一段时间后，

“产后认识功能短暂缺失”
的症状就会完全消失。

【专家提醒】 分娩
前， 要了解一些分娩知
识 ， 以减少紧张情绪 ；
产后注意休息， 营养合
理， 使身心从怀孕、 分
娩的疲劳中尽快恢复；
及早通过书本或向有经
验的妈妈咨询等方式，
了解育儿知识， 让自己
在照顾孩子时多一份从
容， 少一些不安； 适度
运动， 每天尽量有一些
独处的时间， 让自己的
头脑不与外界脱节； 家
人要给予产妇更多的关
心、 帮助， 让产妇能更
好地休息， 放松心情。

周一海
三胞胎、 四胞胎， 每年

各地都有报道多胞胎的出
生。 日前， 福建孕妇田琼身
怀五胞胎不幸全部流产， 引
起关注。 在许多人的眼里，
能一次怀多胎是很幸运的
事。 殊不知老天爷在将幸运
降临家庭的同时， 也向他们
发出了挑战。

多 胎 崽
需撞生命的重重难关

最常见的问题是早产风
险大。 老百姓俗称的足月
是孕 37 周， 但双胎的平均
孕周是 35 周， 而三胎平均
孕周只有 33 周。 双胎孕 28
周后容易发生胎儿生长落
后， 相对同龄单胎胎儿体
重要轻得多。 早产一旦发
生， 新生儿将面临低体重、
缺血缺氧性脑病、 严重感
染、 消化道出血等一系列
并发症。 由于宫内环境受
限， 多胎胎儿出生后发生
脑功能障碍的几率较单胎
明显增加。

虽然随着早产儿救治水

平的提高， 新生儿的存活率
已大为提高， 但高额的医疗
费用及早产儿远期并发症的
可能发生， 仍然让不少父母
忧心忡忡。

多 胎 妈
面临多种疾病的挑战

因为妊娠负担重， 多胎
妊娠孕母发生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
期肝内胆汁淤积综合征等病
理妊娠的风险也明显增加。

由此， 不但医源性早产
的风险增加， 而且可能导致
孕母心、 肝、 肾等重要脏器
功能障碍， 如不能及时发

现， 有发生严重并发症如脑
卒中、 心肺功能衰竭、 凝血
功能障碍等的可能， 甚至危
及母儿生命。

由此可见， 并不是一次
妊娠怀的胎儿数越多越好。
那些自行服用“多仔丸” 欲
生多胞胎的女性， 要认识到
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是不
提倡的。 如果早孕即确定为
多胎妊娠， 请及时到专科医
生处接受指导， 用规范的产
前检查来最大程度地规避妊
娠风险， 尽可能获得完美妊
娠结局。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医师 贺彤

生个孩子傻三年？
专家： 记忆变差可恢复

梁女士最近很是烦恼： 生了孩子 1 个多月后， 感
觉自己得了产后健忘症， 不时地询问月嫂宝宝上次是
啥时候喝的奶， 还丢三落四， 自己刚做过的事就忘。
平时听老人说过“生个孩子傻三年”。 是不是生完孩子
后， 记性真的会变差？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在微博和各论坛上， 不少妈妈都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此请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姜小萍
来给您解惑。

附： 错误观点

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科学认识多胞胎系列之一

多胎妊娠认识误区
■相关链接

事实证明传统手术、放化效果并不理想。很
多肿瘤患者都是死于过度治疗。 西方国家已经
率先认识到这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肿瘤
列为慢性病，提出“带瘤生存”的全新治疗理念。

由于中医药治疗肿瘤的效果突出，已逐渐
被西方接受。我国首个利用发酵中药治疗肿瘤
的科技成果获得英、法、德等 29 个欧盟成员国
一致认可，获国内国际多项专利，被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列为推广项目在
全国推广。

发酵中药抗肿瘤成功实现三大突破： 1）首
次把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从大分子转变成小分子，有效成分可迅速穿透
毛细血管壁直达肿瘤病灶;�2）首次激活传统中药未被开发的抗癌活性物
质———菌素肽（CSD因子），诱导癌细胞分化凋亡； 3）首次实现中药多靶
点靶向识别、抑杀癌细胞，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防止复发转移。

北京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专家宁午指出：很多晚期病人服用“发酵
中药”后，临床症状很快改善，血象、免疫学指标好转，持续服用三个月
以上，肿瘤原发灶出现不同程度缩小，转移灶逐渐消失。 这是个奇迹！

国家一级期刊《肿瘤防治杂志》报道：发酵中药经北京医科大学
肿瘤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等全国 21
家大型三甲医院、1800 名患者临床验证，该药对食道、肺、肝、胃、肠、
乳腺、宫颈、膀胱等多种肿瘤的抑制率高达 73.7%，有效率高达 93.2%，
临床远期效果超过化疗。

详情咨询：0731-82813345

中晚期肿瘤有救了

欧洲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