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补”

输卵管通液和子
宫输卵管造影都是检
查不孕常用的方法，
但是有些患者对此二
者有些疑惑， 都是往
输卵管里注液， 它们
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两者不同的地
方在于， 输卵管通液
是通过注入生理盐
水， 用手来感受压力
的大小， 或者用机器
描绘压力， 来判断输
卵管的通畅程度； 而
造影注入的不是生理
盐水， 而是含碘造影
剂， 用 X 线观察、 摄
片， 能够动态显示造
影剂充盈宫腔、 通过
输卵管， 并且在盆腔
中弥散的情况。

与造影相比， 通液通水
较为简单， 不需要注入含碘
造影剂 ， 不用 X 线 ， 甚至
不影响当月试孕。 通液的检
查可以发现双侧卵管不通的
情况 ， 但当一侧不通的时
候， 通水检查就不能明确诊
断哪一侧不通， 这也给诊断
会带来一定难度。

相比之下， 造影可以明
确告知双侧输卵管是否都通
畅或哪一侧不通畅、 在输卵
管的哪一个位置堵塞， 造影
还能显示宫腔的形态， 以及
造影剂盆腔弥散情况， 这些
是通液不能做到的。 医生会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来选择
合适的检查方法。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谭晓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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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发现患有癌症， 有些准
妈妈勇敢地选择保全宝宝拒绝化
疗 ， 结果错失治疗时机而牺牲自
己； 有些准妈妈和医生紧密配合采
取有效而必要的治疗， 自己和宝宝
都顺利闯过难关。 虽然妊娠合并恶
性肿瘤并不常见， 但许多育龄期女
性对此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也
引起了妇产科医生的普遍共鸣。

妊娠期恶性肿瘤首选化疗
妊娠合并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仅

在 0.07%-0.1%之间 ， 妊娠期合并
恶性肿瘤以乳腺癌和宫颈癌最为常
见。 而一旦发现肿瘤是该立即积极
处理还是与肿瘤 “和平共处” 直到
胎儿成熟呢？

众所周知， 放化疗是治疗肿瘤
的重要方法， 主要是通过放射治疗
和化学药物治疗杀死肿瘤细胞、 抑
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繁殖等。 据文献
报道， 一般来说， 妊娠期不考虑放
疗， 因为放射治疗可诱发未来儿童
与成人的白血病和实体瘤， 儿童期
发生恶性肿瘤的相对危险增加 1.5

倍。
临床医生会根据肿瘤分期、 妊

娠时间及孕妇意愿进行个体化治
疗， 并使用相对安全的化疗药物。
而妊娠期是否可以化疗， 主要取决
于怀孕的周数、 肿瘤的类型以及所
使用的化疗药物。 孕周是化疗药物
对胎儿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 妊
娠期化疗的致畸作用主要发生在妊
娠早期器官分化形成、 生长发育、
细胞数量增多的阶段。 妊娠晚期发
育以细胞体积增大为主， 化疗药物
主要影响胎儿大小， 发生胎儿生长
受限， 致畸可能性小。 研究表明，
孕妇于妊娠中晚期接受化疗并不增
加胎儿致畸的风险， 但有可能增加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低出生体重等
风险。

理性对待化疗的远期影响
无论对于孕妇， 还是家属， 都

会担心化疗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其
实， 胎盘是一道天然屏障， 可以滤
过大分子物质和有害物质， 从而减
少化疗药物对胎儿的影响。 在目前

常用的化疗药物中， 抗代谢药和烷
化剂导致的畸形较多见。 因此选择
毒性低疗效好、 适合患者的化疗药
物很重要。 对于选择了化疗方案的
准妈妈， 应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合理
使用化疗药物， 才能有效避免对出
生婴儿的骨髓抑制作用。

孕期应用化疗药物治疗取得的
较好疗效， 为渴望继续妊娠的妊娠
期合并恶性肿瘤患者提供了选择机
会， 但妊娠期应用化疗药物对后代
的远期影响， 目前尚无确切证据，
仍需要长期追踪随访。

建议广大孕妇以及准备怀孕的
女性朋友， 妊娠期是女性特殊的生
理时期， 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
况， 个人的身体状况将关系到两代
人的健康。 一旦遇到问题， 一定要
到专业医院咨询， 千万不要轻信网
上不确切的信息或者听信非专业人
士的意见盲目抉择， 从而造成终身
遗憾。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主任医师 华克勤

������小雨怀孕 28 周， 突然出现下体
大出血伴流液急送医院， 经检查血
压 87/59 毫米汞柱， B 超显示胎盘位
置较低， 考虑前置胎盘大出血、 羊水
早破， 胎儿情况十分危险。

怀孕 28 周后， 胎盘附着于子宫
下段， 甚至胎盘下缘达到或覆盖宫
颈内口， 其位置低于胎先露部， 称
为前置胎盘。 前置胎盘是妊娠晚期
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妊娠期的
严重并发症， 多见于经产妇。

临床发现， 怀孕中期 B 超检查有
前置胎盘时， 可能随着孕期的推进， 胎
盘会逐渐 “漂移” 到远离宫颈口的位
置； 即使前置胎盘发现较晚， 胎盘也还
是有离开宫颈口的可能。 但是， 发现得
晚， 位置又没有 “漂移”， 也就越危险。

因此， 前置胎盘的准妈妈生活中
应注意以下要点， 来避免大出血等并
发症的发生： 减少活动， 卧床休息以
左侧卧位为宜， 如有腹痛、 出血等不
适症状， 立即就医； 避免进行增加腹

压的活动， 如用力排便、 频繁咳嗽、
下蹲等， 避免用手刺激腹部， 变换体
位时动作要轻缓； 保持外阴清洁， 会
阴部垫卫生清洁垫， 勤换内裤， 预防
感染； 饮食营养丰富、 全面多食含铁
较高食物， 如枣、 瘦肉、 动物肝脏等
预防贫血。 此外， 还要在医生指导下
学会进行胎儿自我监护， 即自数胎
动， 每日早中晚各一次， 发现胎动过
快、 过慢或无胎动时及时送医。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急诊科 钟海燕

������很多人认为流产或人流术
后， 病人体质虚弱， 应当服用一
些滋补类药物 、 食物及保健品
等。 然而， 正是这种 “大补” 误
区， 有可能导致病人出现胎盘残
留、 继发感染甚至宫腔粘连等并
发症。

与自然分娩不同， 流产时妊
娠时间较短， 虽有气血消耗， 但
远轻于足月产。 其次， 人流产时
胎体尚未形成， 子宫不太大， 子
宫壁肌肉较厚， 因而流产手术时
间较短且出血量少。 另外， 人流
术后的患者无需哺乳， 气血耗伤
程度轻于足月产 。 基于以上特
点， 人流术后的调理与足月产不
同， 应该以通为手段， 以调和为
目的。

在人工流产术后让患者服用
妈富隆、 补佳乐、 黄体酮等雌孕
激素药物， 这就是一个 “通” 的
过程。 中医认为， 人流术后多虚
多瘀淤阻， 调理时要分别采取补
气 、 疏肝解郁 、 活血化瘀等方
法， 以达到 “通” 的目的。 中医
产后服用的生化汤， 就是起到活
血化瘀止痛之效。

相反， 若人流术后立即进行
大补 ， 则会造成 “补而不通 ”。
子宫内膜在未脱落完全的情况下
又开始增生， 不能促进宫腔残留
物的完全排出引发胎盘残留、 阴
道出血， 而长期出血易致内湿下
蓄， 可诱发感染甚至宫腔粘连。
此外， 子宫内膜修复不全， 还可
导致人流术后出现月经不调。

所以， 人流术后调理的重点
在于 “通”。 一些术后并发症往
往就是因为 “大补” 而好心办了
坏事， 违背了 “要通不要补” 这
个原则。 只有在机体气血通畅的
条件下适当补益气血， 才是人流
术后调理之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 朱梅

������在分娩的前一个月， 是准妈妈宫
缩的热身阶段。 有时感觉有宫缩， 好
像要生了， 但去了医院会发现， 这只
不过是假宫缩。 那么， 准妈妈应该如
何辨别真假宫缩 ？ 假如真的宫缩来
了， 准妈妈又该怎么应对呢？ 其实，
真假宫缩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没有疼痛
感。

假宫缩 在准妈妈分娩前 1 个月，
子宫肌肉较敏感， 时不时会出现不规

则子宫收缩 ， 持续时间较短 ， 力量
弱， 或只限于子宫下部。 这一症状持
续数小时后又停止， 但这种宫缩并不
能够使子宫颈口张开， 也不会造成胎
儿的分娩， 所以称为假阵缩。 假宫缩
无规律性， 无周期性， 也不会有疼痛
感。

真宫缩 真正的分娩来临， 子宫
收缩是有规则性的。 在最开始间隔时
间大约是 10 分钟一次， 孕妇会感到
腹部阵痛， 随后阵痛的持续时间逐渐
延长， 达到 40-60 秒， 程度也随之加
重， 间隔时间也缩短， 约 3-5 分钟。
当子宫收缩出现腹痛时， 可感到下腹
部很硬。

真宫缩的疼痛如浪潮一般， 一阵
一阵向下腹扩散 ， 或有腰酸并排便
感， 这种宫缩是为宝宝出生作准备。
这个时候准妈妈只要和医生配合好，
利用呼吸操配合宫缩， 就能顺利渡过
分娩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盛霞

警惕前置胎盘突发大出血

孕期遭遇肿瘤 别拒绝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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