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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准妈妈平时爱进行游泳、
瑜伽、 健身操、 举杠铃、 举重等中
等强度的运动， 在此提醒， 怀孕后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 在专业
健身教练的监护和指导下谨慎选择。
其实,室外阳光下的散步是孕妇首选
健身方式， 是安全、 简单、 锻炼强
度最适宜的体育活动。 此外,以下三
种运动方式,准妈妈们可以多做。

腹式呼吸 平躺， 嘴紧闭， 用
鼻孔缓缓吸气， 同时将气往腹部送，
使腹部鼓起， 再慢慢呼出， 腹部会
渐渐凹下去。 每日两次， 每次做 10
个深呼吸。 练习腹式呼吸可以缓解
分娩时的疼痛程度， 缓解紧张情绪。

盘腿坐 坐在垫子上,双腿舒适
分开， 双脚着地， 双手轻放在大腿
前部， 微微前倾， 深呼吸， 沿着脊
椎向上， 在大腿和躯干之间创造空
间， 耻骨的前部微微向前， 调整骨
盆， 坐在肛门上， 自然呼吸。 盘腿
坐可以松弛关节， 伸展骨盆肌肉，
使胎儿在分娩时顺利通过产道。 在
怀孕 16~28 周做， 穿宽松衣服， 挺
直腰杆， 利于将来胎头的下降、 衔
接， 矫正胎位。

提肛运动 平躺， 嘴紧闭， 鼻
子缓缓吸气， 保持吸气状态， 同时
收缩会阴部和肛门， 维持最好 10
秒， 然后还原。 每日做两组， 每组
做 10 次。 提肛运动可以预防阴道
壁膨出、 子宫下垂， 在孕中期开始
做,有利于将来分娩。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 李映桃

������64 岁的李奶奶， 20 年前
患上了“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
变”， 俗称外阴白斑， 每天都
要忍受无休止的瘙痒。 这些
年， 李奶奶也记不清用了多少
种药物， 但始终没能彻底解除
痛苦。 最后， 她在长沙市妇幼
保健院了解到外阴海扶刀治疗
方式有效。

外阴白斑病是一种女性慢
性营养不良性疾病， 是妇科常
见病， 是在女性外阴部皮肤上
出现白色斑块， 或向两下肢内
侧、 会阴和肛门蔓延。 外阴白
斑处皮肤瘙痒、 干燥、 变厚、
变白、 失去弹性， 甚至萎缩、
溃烂、 有疼痛灼烧感， 给患者
及家人带来诸多不变， 治疗难
度也很大。

目前， 海扶刀是治疗外阴
白斑病的有效方式。 海扶刀是一种
利用超声波由里向外根治病源的新
型妇科治疗器械， 它将高频电能转
换为超声波能， 利用超声波在人体
组织内的穿透性、 可聚性和良好的
方向性的特点， 将能量沉积于皮肤
层、 真皮层， 利用超声波的热效应、
机械效应等多种因素， 改善局部病
变组织微环境， 改善微循环， 促进
组织重建， 从而达到对病变组织治
疗的目的。 这种治疗方法可以精确
聚焦定位， 不用手术， 没有副作用。

外阴白斑的患者日常生活中应
保持患处皮肤干燥、 透气， 要穿宽
松的棉质内裤； 注意营养均衡， 多
食用豆制品、 牛奶、 瘦肉及新鲜的
果蔬； 注意缓解生活压力， 保持情
绪乐观，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 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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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方式】 通过本报微信
每周二下午参与活动 ， 读者可
在大众卫生报报纸头版扫描二
维 码 ， 或 添 加 本 报 微 信 号
dzws001， 并提交正确答案。 本
报每期将从回答正确的读者中
选取 10 名， 由湖南喜玫瑰医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免费送出价
值 49.6 元的玫瑰绽放高档卫生
巾礼品装一份。
（注： 此活动本报职工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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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喜玫瑰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网：http://www.ximeigui.com.cn
总部电话：0731-89783678�

卫生巾

【微信有奖问答】

在西医中， 可采用多种方法改善
子宫内膜厚度以提高妊娠率，
如： 使用雌激素或 ____ 促进子
宫内膜细胞再生。

������那么， 要参加高考的女生们能
不能吃避孕药推迟月经， 吃药后对
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我们请湖
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周训
华教授为大家支支招。

吃避孕药可能致月经紊乱
周训华教授介绍， 高考期间肯

定会有小部分女孩子正逢月经期，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必过于紧
张。 考生如果月经周期规律， 经期
只有轻微的腹痛、 腰腹部坠胀症
状， 最好不要用药。

高三女生十七八岁， 正处于青
春发育期， 卵巢及子宫内膜还比较
脆弱， 生殖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的调
节功能处于从少女期向性成熟期的
一个过渡阶段， 若通过服避孕药物

来调整月经， 很有可能导致月经周
期紊乱、 内分泌失调 ,服避孕药期
间也可能引起阴道出血， 一样会增
加考生的麻烦。
严重痛经者在医生指导下用药

有以下三种情况的考生可以考
虑用药， 让高考避开月经期。

一是有严重痛经反应的女生，
如腹部剧烈坠胀疼痛、 全身乏力、 呕
吐、 出冷汗， 难以坚持长时间坐姿；
二是月经量过多的女生， 需要随时

更换卫生巾， 导致无法正常
考试； 三是月经期容易出现
头晕、 失眠、 不同程度情绪
改变的女生。

应注意的是， 患有血液
疾病， 乳腺、 子宫、 卵巢等
生殖系统疾病， 肝、 肾功能
异常的考生不宜用药。 而且，
口服避孕药也不是最佳选择，
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孕激素，
比如黄体酮胶囊。 黄体酮是
一种孕激素 ， 副作用较小 ，
考前一周开始服用， 每天服
400 毫克 ， 考完停用 ， 再恢
复来月经， 但不能长期使用。

支招：
放松心情能缓解经期不适
周训华教授提醒， 过分的紧张

焦虑会加重子宫肌层的收缩、 痉挛
而加重经期不适,因此,考生要尽量
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不要在意大
姨妈来了会怎样， 顺其自然。

平时有痛经的女生， 在考前就
应注意多补充钙、 铁、 钾及镁等矿
物质， 如多吃牛奶、 香蕉、 排骨汤
等蛋奶类食物和新鲜水果蔬菜； 注
意保暖， 多喝温开水、 适时添衣，
能起到扩张血管、 加快血流、 对抗
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 进而减轻
疼痛； 不喝咖啡和浓茶等。

如果高考那三天正逢月经来
潮， 应注意避免剧烈运动； 不喝冷
饮， 不洗冷水澡， 不正对着空调吹
风； 不进食过于辛辣、 油腻或刺激
性食物； 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同
时， 可以喝点生姜红糖水， 对缓解
经期不适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痛经
明显， 还可在医生指导下随身携带
安全的镇痛药物， 以便疼痛发作时
及时服用。

刘莉

������李女士咨询： 我今年 25 岁，
曾进行了 3 次“试管婴儿” 胚胎
移植治疗， 每次都移植了 2 枚优
质胚胎， 但均未成功受孕。 一共
有 7 次“人流” +“清宫” 的宫腔
操作史， 医生给我做 B 超监测子
宫内膜， 最厚也无法超过 7 毫米。
子宫内膜薄为什么难怀孕， 有什
么办法吗？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张建梅回复： “试管婴儿” 中胚
胎种植失败的主要原因为胚胎因
素和子宫内膜因素。 当女性子宫
内膜的厚度低于能够成功妊娠的
阈厚度时， 在医学上称 “薄型子
宫内膜”。 有报道， 当移植窗子宫
内膜厚度小于 6 毫米时， 妊娠率
仅为 3.7%。 其病因可能与子宫内
膜创伤、 子宫内膜血供不足、 雌
激素水平及作用不足等有关， 从
而导致胚胎着床失败或妊娠后早

期流产。
如何增加薄型子宫内膜患者

的妊娠率， 一直都是生殖医学领
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目前临床
上针对其可能的病因， 在西医中
可采用多种方法改善子宫内膜厚
度以提高妊娠率， 如： 使用雌激
素或干细胞治疗促进子宫内膜细
胞再生， 使用阿司匹林及西地那
非等药物增加子宫动脉血流、 促
进血管生成 ； 子宫内膜微创术 、
宫腔内注射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
生长激素以促进生长因子的表达

等； 在中医中可采用中药、 针灸
等治疗。 当然， 也可采用中西医
结合疗法。

子宫内膜薄难怀孕， 咋办？

吃避孕药推迟“大姨妈”不可取 电话： 0731-84136959
网址：www.cssfyb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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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东路 416号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准妈妈运动
适度才安全

������进入高考倒计时， 高三学子们正处于紧张备考阶段。 18
岁的小静也正在紧张备战， 可是， 按照时间推算， 小静正是
高考那几天来“大姨妈”， 她感觉有点麻烦， 小静妈妈更是
心急如焚， 怕影响孩子的正常发挥。 听小静说,她们班好几
位女生家长为孩子买了避孕药,说是可以将“大姨妈” 光顾
的时间推迟。 因此， 小静妈妈也想给小静买点避孕药来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