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颖月经一直都很正常， 但婚
后不久， 便出现了月经不规律的现
象， 而且每次来时都感觉小腹不
适， 看了妇科才知道是经常服用紧
急避孕药惹的祸。

许多年轻人不喜欢采用避孕措
施 ， 事后服用紧急避孕药来 “补
救”。 的确， 紧急避孕药购买方便、
使用简单， 致使许多女性把它当成
了保护神。 多数女性知道意外怀孕
后人流是一种伤害， 却不知道不科
学地服用紧急避孕药， 也会给健康
带来危害。

紧急避孕药主要是通过抑制、
延迟排卵， 并改变子宫颈黏液， 使
精子不易穿透， 或使子宫腺体减少
肝糖的制造， 让受精卵不易存活，
或是改变子宫和输卵管的活动方
式， 阻碍受精卵的运送， 从而达到
避免妊娠的目的。

紧急避孕药除有恶心、 肠胃不
适、 头痛、 乳房压痛、 体重微增、

神经紧张、 情绪低落、 月经推迟、
长褐色斑和粉刺等一些常见的副作
用以外， 由于药内含有的雌激素水
平很高， 一次紧急避孕的药量相当
于 8 天常规短效口服避孕药的药量，
服用量过大， 会产生月经周期紊乱、
卵巢抑制等现象， 破坏了正常的月
经， 造成内分泌紊乱。 如果长时间
服用， 严重者还会造成闭经。

为此特别提醒， 即使选用紧急
避孕药， 一年之内服用最好不超过
3 次， 一个月内最好不超过 1 次 ，
若未采取其他避孕措施， 应尽量使
用安全套。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闵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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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不可能改变胎儿性别
人类的体细胞中有 23 对

（46 条） 染色体， 其中一对为性
染色体， 22 对为常染色体 。 性
染色体是决定性别的。 女性的性
染色体为 XX， 男性的性染色体
为 XY。 生殖细胞由于减数分裂
的缘故， 只有 23 条染色体。 因
此， 女性只能产生一种具有性染
色体 X 的卵子 ， 男性却能产生
两种精子， 一种具有性染色体 X
的精子， 另一种具有性染色体 Y
的精子。

当卵子和精子结合以后， 如
果卵子和含有性染色体 X 的精子
结合， 受精卵就是 XX 型， 发育
成女胎； 如果卵子和含有性染色
体 Y 的精子结合， 受精卵就是
XY 型， 发育成男胎。 目前， 没
有任何科学依据说明可以通过药
物在怀孕后改变胎儿的性别。

随便吃药
可能会导致胎儿畸形
随便吃药， 不仅不可能改变

胎儿的性别， 反而会影响胎儿的
发育。 孕期的前三个月是胎儿器
官形成的关键阶段， 孕妇用药须
十分谨慎小心， 就连感冒发烧服
药都需要严格遵从医嘱。 而网络
上所谓的 “神药” 成分和来源都
不清楚， 盲目服用， 不仅可能会

对孕妇的身体造成伤害， 还可能
导致胎儿器官损伤、 智力受损、
畸形等问题。

生育顺其自然
不听信谣言

除了所谓的 “神药”， 网络
上还有各种生男孩、 生女孩的秘
诀， 其实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因此， 生男生女要顺其自然， 不
能听信各种生育谣言。 比如， 有
一个说法是 “同房前用苏打水冲
洗阴道”， 宣称同房前女性用苏
打水溶液冲洗阴道， 可以使得阴
道呈碱性 ， 有利于 Y 精子的存
活， 增加生男孩的概率。

女性的阴道内环境一般情况
下呈酸性 ， pH 值一般为 6.2 左
右， 如果用苏打水、 碱性液体冲
洗女性的阴道， 会改变阴道的酸
碱平衡， 这样对女性健康是有影
响的， 甚至可导致不孕。

还有很多人迷信 “酸儿辣
女”， 认为怀孕后多吃酸的就能
生男孩， 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身体的酸碱值有一个自身的平
衡 ， 通过吃东西来改变酸碱值
的做法不科学 ， 也没有证据证
明吃酸味食物和生儿子有必然的
联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产科副主任医师 贺芳

“生男神药”不靠谱
胎儿性别受精时就已决定

前不久， 一则“某女子怀二胎为生男孩， 花大价钱在网上
买‘生男神药’” 的新闻引起关注， 卖家宣称， 只要孕妇在怀孕
7周内及时服用， 就能够改变胎儿性别。 这种做法是没有科学依
据的， 胎儿的性别自精子和卵子受精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 所
谓“生男神药” 纯属无稽之谈。

������乳腺癌近年来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 已成为女性发病率第
一位的肿瘤。 如何预防乳腺癌
的发生？ 建议女性朋友从每日
饮食开始。

减少总热量摄入 肥胖是促
发乳腺癌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合理饮食 、 减少总热量摄入 ，
控制体重特别防止腹型肥胖的
发生， 是预防乳腺癌的首要措
施。

不喝酒或控制酒精摄入量
酒精可使绝经前后女性血雌激
素水平增高， 酒精代谢产物乙
醛本身也是一种致癌物、 突变
剂和肿瘤启动因子； 过量酒精
加速叶酸代谢、 丢失， 易致叶
酸缺乏而促进癌症发生， 所以
有饮酒习惯的女性， 应注意补
充叶酸。

适量摄入大豆及其加工食
品 植物雌激素异黄酮的分子结
构与动物雌激素相似， 对人体
雌激素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和预
防乳腺癌的作用； 此外， 异黄
酮有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抗血
管新生和诱导癌细凋亡作用 ，
同时也有抗氧化、 提高机体免
疫的功能。 因此， 适量摄入含
异黄酮丰富的大豆及其制品有
利乳腺癌的预防。

此外 ， 减少红肉类及其加
工食物摄入量 ， 特别是烧烤 、
熏腊制品 ； 以绿茶代替咖啡 ；
保证每天摄取一定量的新鲜蔬
菜 、 水果等， 也有利乳腺癌的
预防。

周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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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乳腺癌
从饮食开始

临床上可引起女性不孕的
因素有许多， 除了众所周知的
子宫、 卵巢和排卵方面的异常
以外， 还有一些比较不为人们
所熟悉的因素， 比如一些感染
因素也可能会导致不孕。 因此，
女性朋友们在治疗不孕时应检
查出具体的病因， 然后才能对
症治疗。 大多数情况下的感染
性不孕有以下原因：

阴道炎症 阴道发生了炎症
应及时治疗， 若不及时治疗甚
至有可能会改变女性阴道的内
环境， 并且还会更进一步蔓延，
影响到其他的生殖器官， 从而
导致受孕困难。

过度清洁 使用各种药物过
度清洁外阴和阴道也是不可取
的， 适量的清洁可以达到清洁
作用， 过度的清洁则会破坏内
环境的平衡， 从而发生很多妇
科疾病， 继而影响到正常受孕。

宫颈炎症 宫颈炎的患者，
最明显的症状为白带增多， 而
且会比较粘稠， 这样会阻碍精
子的穿透， 给精子的存活产生
不利的因素。 如果还有宫颈分
泌异常的情况， 有可能直接导
致不孕。

滥用药物 抗生素会抑制有
益菌群的生长， 若是大量服用
或局部用抗生素， 会导致机体
免疫力下降， 外来细菌大量入
侵， 严重者导致不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妇产科教授 刘朝晖

切除了子宫的女性， 很多会
担心术后夫妻生活会不会受到影
响。 其实，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影
响的， 切除了子宫的女性大可不
必担心。

单纯的全子宫切除术， 对女
性的内分泌等功能几乎无影响，
阴道长度也未缩短 ， 对夫妻生
活无影响。 术后两个月复查阴
道断端， 如果愈合良好， 即可重
新开始正常的夫妻生活了。

如果是因某些子宫的恶性
疾病进行了广泛子宫切除 （切
除的范围要超过全子宫切除），
术后阴道变短， 可能会影响患
者及其配偶的性交愉悦感 ， 但
这绝大多数是心理作用 ， 术后
复查阴道断端愈合情况 ， 如果
愈合良好， 仍可进行夫妻生活。

子宫切除的妇女， 往往在术
前饱受疾病折磨， 术后生活质量
会得到明显改善， 所以反而会较
术前有一个更高质量的夫妻生
活， 不必过分焦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妇产科 刘华放

感染也是
导致不孕的重要原因

服用紧急避孕药
一年别超 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