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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 为适应妊娠期增大
的子宫、 乳房、 胎盘及胎儿生长
发育的需要， 除早孕反应严重者
外， 孕妈们往往会吃得比孕前更
多一些。 并且随着孕周的增大，
孕妈妈的体重也会慢慢发生变
化。 但如果孕期体重长得飞快，
是否就说明孩子发育得很好呢？

其实， 孕期多吃一些营养丰
富的食物固然重要， 但凡事都得
有个度， 孕期体重也不是任由其
发展、 越重越好的。 孕期体重超
标或增长过快， 不仅会增加胎儿
发展为巨大儿的风险， 而且对于
孕妈而言， 它还可引起妊娠期糖
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 另
外， 孕妈妈体重增加过多时， 脂
肪堆积， 盆底组织过厚， 也会影
响分娩时胎头的顺利下降， 延长
胎儿娩出的产程， 增加难产的风
险。

那么， 孕期增重， 该掌握一
个怎样的度呢？ 一般来说， 孕期
增重通常遵循的原则是孕前体瘦
型的要多增重， 而孕前体胖型的
则少增重。 按增重的程度来看，
根据孕前体型偏胖、 正常和偏瘦
来分， 在整个孕期她们对应的体
重增长分别为 14-15 千克 、 12
千克和 7-8 千克左右。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博恩

������刘婷今年 30岁， 怀孕到 8个月
时， 感觉一切都还好， 除了早孕时有
些轻微的恶心、 呕吐反应外， 也没有
其他不舒服。 但没过几天， 刘婷的
手、 脚掌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痒， 不
久， 四肢、 乳房、 腹部和后背都痒了
起来。 她以为是过敏症状， 服用抗过
敏药后也不管用， 那难挨的皮肤瘙
痒， 让刘婷坐立不安， 严重影响睡
眠。 一家人很着急， 来到医院妇产科
就诊。 经检查， 医生发现刘婷的血清
转氨酶轻度升高， 血清胆汁酸显著升
高， 结合她孕 8月的孕龄， 诊断刘婷
患上了肝内胆汁淤积症。

可能与孕妇雌激素水平
大幅增加有关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是妊娠
中、 晚期特有的并发症， 临床上以
皮肤瘙痒和胆汁酸升高为特征， 该
病对妊娠最大的危害是发生难以预
测的胎儿突然死亡， 发生的几率与

病情程度相关， 孕妈妈病情越重，
对围生儿的危害越大， 发生疾病和
死亡的机会也越大。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发
生， 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雌激素水
平大幅增加， 使肝细胞膜中胆固醇
与磷脂比例上升， 流动性降低， 影
响对胆酸的通透性， 使胆汁流出受
阻； 雌激素作用于肝细胞表面的雌
激素受体 ， 改变肝细胞蛋白质合
成， 导致胆汁回流增加。 另外， 也
可能也与遗传和环境因素有关。

密切监护防胎儿宫内缺氧
孕妈妈患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症后， 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 保障
母婴安全。 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可
能引起胎盘供血不足， 进而导致胎
儿宫内缺氧而引发早产、 羊水胎粪
污染、 产时胎儿窘迫， 也可能因胎
儿急性缺氧致宫内窘迫或宫内死亡
的发生等等。

一般采用药物治疗来改善孕妇皮
肤瘙痒， 患者应与医生密切配合监护
胎儿情况， 孕妇也可学习自数胎动的
方法， 每天早、 中、 晚各一小时， 若
自觉胎动次数突然减少、 增多或消
失， 应立即向医生报告。 医生会根据
病情， 选择继续妊娠还是适时行剖宫
产终止妊娠， 以免胎儿发生意外。

生完孩子后症状迅速消失
经过治疗， 患者病情一般会有

好转， 瘙痒症状减轻。 但也要严密
观察， 发现瘙痒复发， 或者胎儿情
况不好， 可随时行剖宫产终止妊娠
来保障母婴安全。 但一般在生完孩
子后， 难以忍受的瘙痒、 黄疸等症
状就会在数小时或数日内， 如变魔
术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肝功能异常
也会较快恢复正常。 因此， 通常有
人戏称患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是
怀孕 “惹的祸”。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民间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
顺产宝宝的头是长型的， 剖宫产
宝宝的头是圆型的。 这个说法确
有一定依据， 剖宫产宝宝， 特别
是在阵痛没有开始即实施手术的
宝宝， 在出生时没有经过产道挤
压， 头部是圆型的； 而顺产宝宝
因为经过数小时的产道内挤压，
在出生时头被拉长了。 因此， 许
多准妈妈因听信 “剖宫产宝宝头
圆”， 从而把 “为了让宝宝有个
好头型” 作为选择剖宫产的理由
之一， 是断然不可取的， 且没有
任何实质性意义。

其实， 因分娩方式而导致宝
宝头型的 “圆” 或 “尖”， 这种
情况在几天内或几周内就会消
失。 刚出生的宝宝， 颅骨尚未完
全骨化， 各个骨片之间仍有成长
空隙， 有相当大的可塑性； 加上
宝宝的颈部肌肉尚无力转动沉重
的头部， 当某一方位的骨片长期
承受整个头部重量的压力时， 其
生长的形状就会受影响了 。 由
此， 不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 如
果没有注意宝宝的睡姿与枕头两
大要素， 同样会睡出不好看的头
型。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站 欧阳连秀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
优生学原则， 有些患遗传病的
患者可以结婚， 但是为了防止
把遗传病传给后代， 婚后也不
宜生育。

男女任何一方患有常染色
体显性遗传病， 例如进行性肌
肉营养不良 （面、 肩、 肱型）、
先天性成骨不全、 软骨发育不
全、 遗传性致盲眼病等。 这类
遗传病的显性致病基因在常染
色体上， 患者的家族中， 每一
代都会出现相同的患者。 男女
都会发病， 病情与性别无关。
正常人与患者结婚， 生育的后
代出现这种病的几率是 50%，
因此不宜结婚。

婚配双方都患有相同的常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例如全身
白化病、 垂体性侏儒症、 小头
畸 形 、 血 友 病 （ A、 B、 C
型）、 全色盲、 先天性聋哑等。

婚配双方患有下列多基因
的高发家系遗传病， 例如精神分
裂症或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患者
病情不稳定者、 原发性癫痫、 重
症先天性心脏病。 这些疾病发病
机制复杂， 具有较高的遗传度，
危害严重， 患者不论男女， 后代
发病率均大于 10%。

另外， 不属上述范围的罕
见遗传病， 凡能致死或造成生活
不能自理， 且子女能直接发病又
不能治疗者， 应在专科会诊后决
定， 如结节性硬化、 遗传性痉挛
性共济失调、 马凡氏综合征等。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周亚琴

������当女性体内缺乏雌激素时， 会
带来早衰、 皮肤老化等危害， 所以，
女性朋友要适当补充雌激素， 尤其
是 40 岁以上的女性。 补充雌激素一
般建议先试试这些食物， 如果严重
缺乏的话， 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
用相关的雌激素类药物， 效果显著。

豆腐 豆腐是一种常见的豆制
品， 一般都是用黄豆制作而成， 豆
腐中含有大豆异黄酮， 是一种天然
的植物雌激素， 经常食用豆腐， 能
有效帮助女性朋友补充雌激素。

蜂王浆 蜂王浆中含雌激素比较
多， 对于雌激素缺乏的女性朋友来
说， 不妨每天喝一些蜂王浆， 能有
效改善雌激素不足的症状 。 另外 ，
也可以直接将蜂王浆涂抹在皮肤上

面， 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黑芝麻 黑芝麻中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 E， 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 ，
能延缓皮肤衰老 ， 促进卵巢活力 ，
从而帮助卵巢分泌出更多的雌激素，
以达到补充雌激素的目的。

豆浆 豆浆也是一种常见的豆制
品， 含有天然的植物雌激素， 也能起到
较好的补充雌激素的作用， 因此， 建议
40岁以上的女性在每天早上喝一杯豆
浆， 可有效改善雌激素不足的症状。

当归 每天喝一杯当归茶， 能有
效改善内分泌， 从而促进雌激素的分
泌。 当归茶的制作方法很简单， 将当
归洗净切片， 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
清水， 煮开后即可饮用。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产科 李娜

������炎热的夏季， 游泳是一项很好
的消暑方式， 而且游泳对身体塑型
和提升心肺功能都很有用， 可谓一
举多得 。 但游泳并非人人都适合 ，
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在几个
特殊时期内就不宜游泳。

月经期不宜游泳 尽管阴道本身
具有自净作用及防御功能， 但是在
月经前期 ， 女性抵抗力相对减弱 。
如果此时到不清洁水域游泳， 含有
病原微生物的水就可以进入阴道 、
子宫和输卵管等生殖器官， 引起细
菌性阴道炎、 输卵管炎等妇科病。

排卵期不宜游泳 在卵子排出的
前 1 天及当天， 分泌物会较为清和
稀， 抵抗细菌的能力相对减弱， 若
此时进入游泳池游泳， 很容易造成
阴道感染及发炎。

出现感染症状时不宜游泳 患有
阴道炎、 急性宫颈炎、 急性盆腔炎、
泌尿道感染的患者， 最好不要去游
泳。 当池水中的细菌进入阴道， 容
易使自身的病症加重； 如果患有传
播性妇科炎症的话， 也很容易传染
给其他人； 也容易被她人所传染。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医院 吴菊香

分娩方式
不影响宝宝头型

孕期当“吃货”
难产风险加大

肝内胆汁淤积症作祟

夫妻患什么病
不宜生育

补充雌激素 饮食来帮忙

女性三个特殊时期不宜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