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白领女性有着工
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往
往忽视了自身的健康， 一
些年轻女性卵巢功能过早
衰退， 提早出现隐性更年
期症状 。 40 岁以下女性
如经常出现烦躁、 身体潮
热、 月经紊乱等现象， 就
意味着可能正在遭受卵巢
衰退的侵袭。

卵巢功能衰退若不及时治
疗， 会使年轻女性出现骨质疏
松、 心血管病变及脂类代谢紊
乱、 失眠、 潮热、 盗汗等症状。
白领女性出现卵巢早衰症状应
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放松心态 可多听音乐、 做
运动、 外出旅游等， 缓解紧张
情绪， 消除恐惧与忧虑， 放松
因心理压力导致更年期的提前。

饮食均衡 平日饮食中含有

过多饱和性脂肪的女性， 容易
引发卵巢健康问题， 要注意饮
食均衡， 限制脂肪的摄入， 多
吃蔬菜、 水果。

及时干预 定期检查、 早期
干预也是有效预防卵巢早衰及
卵巢癌的重要手段。 对容易出
现烦躁发怒、 身体潮热、 月经
紊乱等现象的时应早在医生指
导下进行调理或治疗。
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柴嵩岩

白领压力大 防卵巢早衰

������阴道炎是常见妇科疾病， 包括霉
菌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炎、 细菌性
阴道炎等， 常见症状包括瘙痒、 异
味、 白带异常等， 给女性的工作和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 据调查显示， 超过
一半的成年女性曾患过阴道炎， 反复
发作达 4 次的也不在少数。 女性患阴
道炎容易久治不愈、 反复发作， 与女
性熬夜加班、 私处清洁问题、 不规范
用药和内分泌等有关外， 还可能和治
疗阴道炎期间夫妻同房有一定关系。

夫妻在同房时， 阴茎反复摩擦会
使阴道充血， 导致炎症加剧， 另外在
性生活时， 女性体内阴道炎的病原体
会侵入男性尿道， 男性感染病原体
后， 一般无明显表现症状， 即便女性
已治愈阴道炎， 但在下次同房时会再
次传染给女性， 形成恶性循环， 使得
阴道炎反复发作。

因此， 女性朋友患了阴道炎， 在
治疗期间应禁止同房， 并且一般要求
夫妻同治才能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
治疗结束后也不可以直接同房， 需坚
持到下一次月经复查之后。

河北省威县疾控中心 付贵明

������无痛分娩， 在产科医学上
称为分娩镇痛， 其原理是采用
麻醉药或镇痛药来达到镇痛效
果， 使产妇分娩时的疼痛减轻，
甚至消失。 临床上常用的方法
一般是硬膜外阻滞镇痛等。

无痛分娩能减轻产妇分娩
时的恐惧与产后的疲倦， 让产
妇在最需要休息、 时间最长的
第一产程得到 “休养生息”， 到
了分娩最后关头就能 “一气呵
成”。

然而， 无痛分娩的无痛也
只是相对的， 是让疼痛的感觉
变得人体可以忍受， 这是因为
分娩时用的麻醉剂用量很小 ，

所以产妇仍然能感觉到宫缩的
存在。

虽然无痛分娩对宝宝没有
什么不利的影响， 但对准妈妈
来说 ， 无痛分娩是有风险的 ，
并不是所有准妈妈都能适用 ，
如有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药物
过敏、 妊娠并发心脏病、 腰部
有外伤史的产妇， 还应在妇产
科和麻醉科医生认真评估后才
能知道可否采取这种分娩方式。
由于无痛分娩的效果对相关各
项技术要求很高， 所以要注意，
无痛分娩只能在有资质的医院
进行才能保障母婴安全。

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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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的张女士两年前曾行人
工流产术， 术后有月经来潮， 月
经量较前减少， 未予重视。 近两
年来发现月经逐渐减少， 一年前
曾检查性激素未发现明显异常。
现半年来完全无月经， 妇科检查
中探针无法进入宫腔， 经阴道超
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回声与肌层
回声分界不清， 宫腔线显示不清，
宫腔粘连可能性大。 原来， 让张
女士闭经的罪魁祸首是宫腔粘连。

患者大多以月经量减少
前来就诊

宫腔粘连又称为 Asheman 综
合征， 是多种原因引起的子宫内
膜基底层损伤， 引起子宫肌壁的
相互粘连或纤维化， 以致宫颈管、
子宫腔部分或全部闭塞。

月经量减少是很多患者前来
就诊的主要原因， 因为子宫内膜
损伤的主要表现就是月经量减少，

与残留子宫内膜面积缩小、 内膜
血流灌注减少和内膜纤维化密切
相关。 月经量减少或闭经的程度
与宫腔粘连的严重程度有关， 发
生重度粘连可引起宫腔闭塞继发
不孕及反复流产。

宫颈管部分或完全粘连可导致
宫腔积血， 引起周期性腹痛， 少数
患者宫腔粘连组织内的残余内膜对
雌孕激素产生周期性反应， 也会导
致周期性盆腔痛。 此外， 宫腔粘连
患者因为宫腔内膜异常， 怀孕后容
易引起异位妊娠、 胎盘植入、 前置
胎盘、 早产等产科并发症。

子宫内膜损伤是主要原因

宫腔粘连根源于子宫内膜损
伤 ， 易感因素包括创伤和感染 。
妊娠期子宫内膜损伤占病因的
70-80%， 包括产后或终止妊娠刮
宫， 人工流产等与妊娠相关的子
宫腔操作是引起粘连的主要因素。

发生机制可能与妊娠期子宫变化
对创伤相对易感及低刺激水平影
响内膜再生修复有关。

除妊娠外， 引起宫腔粘连的
因素包括进入宫腔的子宫肌瘤剔
除术、 黏膜下子宫肌瘤经宫腔摘
除术、 子宫纵隔切除术、 放置宫
内节育器等破坏了内膜的基底层，
使子宫肌层暴露于宫腔内， 导致
宫壁的前后粘连。

严格避孕是预防根本

严格避孕， 避免不必要的流
产是防止宫腔粘连的根本。 对于
已经出现宫腔粘连， 并手术治疗
的患者， 大约有 30%-60%会出现
复发， 手术后使用子宫腔隔离屏
障可以有效预防粘连。 子宫腔隔
离屏障材料主要包括宫内节育器、
支撑球囊、 透明质酸或羧甲基壳
聚糖等生物胶类制品。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胡蓉

������不同的睡觉姿势会对健康产生不
同的影响， 不正确的睡姿可能会影响
女性朋友子宫的健康。 很多人都误以
为仰卧不会挤压心脏， 也不会压到手
臂， 是最合理的睡眠姿势。 其实， 仰
睡对女性子宫是有一定危害的， 长
期仰睡容易造成子宫后位。

正常子宫位置是前倾前屈位， 当
女性子宫宫颈口比宫体低， 经血才能
顺利流出， 而且也有利于精子的进
入， 顺利受孕。 而长期仰卧的睡姿，
子宫的纵轴与床面大约呈 45 度角，
加上女性膀胧内尿液的重量， 压迫
下腔静脉， 影响下腔静脉血的回流，
就容易造成子宫后位。

另外， 还需注意的是， 女性在月
经来临前仰睡， 子宫体和骶骨前的软
组织充血、 水肿， 更易增加子宫对神
经组织的压迫， 加重子宫后位的症
状。 对于女生来说， 有仰睡习惯的，
要尽快纠正。

如果采用俯卧睡姿， 脸会贴在枕
头上， 鼻孔和嘴巴受到挤压， 同时也
会压迫心脏和肺部， 影响呼吸， 造成
体内氧气不足。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最合适的睡眠姿势是侧卧位， 一般
情况下右侧卧位优于左侧卧位， 这
样不会压迫心脏， 也不会影响胃肠
蠕动。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 “医生， 做阴道 B 超要憋尿
吗？” “医生， 做阴道 B 超会伤害
到我肚子里的宝宝吗？ 能不能改做
腹部 B 超？” 谈到阴道超声检查，
很多孕妈都心存疑惑， 甚至对阴超
有所误解。

超声检查是利用超声波对人体
进行非侵入性的检查， 已成为现代
临床医学中主要的诊断方法之一。
超声的检查途径大致有经腹部、 经
阴道、 经食道、 经直肠等。 腹部 B
超是在腹部用探头观察， 而阴道 B
超则是将 B 超探头放入阴道进行
观察和超声诊断。

与腹部 B 超相比， 阴超探头
位置接近子宫和卵巢， 紧贴宫颈、
阴道穹隆， 不受肠腔气体干扰和腹
壁声衰减的影响， 图像清晰， 检查
结果更准确， 因此在妇科检查中较
为常用。 做阴超时， 被检查者不需
充盈膀胱， 不用 “憋尿”。

阴道 B 超适合于排卵、 黄体
及卵泡生长发育的监测、 宫外孕的
确诊、 子宫占位性疾病以及多囊卵
巢综合症和巧克力囊肿的诊断等。
无性生活史的女性原则上不能做
阴道超声检查。

许多准妈妈做阴超时担心伤害
宝宝， 其实， 阴超的探头只是伸到
阴道里， 也就是阴道的中上段和子
宫颈交接的地方， 并不会伸进宫
颈， 更不会进入子宫腔， 所以不会
接触到羊膜囊和宝宝。 不管是经阴
道还是腹部的 B 超， 只要不是频
繁地、 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部位，
都不会对胎儿造成伤害。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
姚小艳

长期仰睡
影响子宫健康

宫腔粘连“偷走”月经

哪些准妈妈不适合无痛分娩

孕妈做阴道 B超
会伤害到胎儿吗？

治疗阴道炎期间
不宜同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