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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次数越多风险越大

像明星一样连续多次剖宫产对
身体有多大的危害？ 其实， 剖宫产
的次数越多， 风险越大。 如果剖宫
产后子宫壁的切口愈合不佳， 随着
胎儿的发育子宫不断增大， 子宫壁
变薄， 尤其是手术切口处是结缔组
织， 缺乏弹力 ， 会有破裂危险 。 3
次或 3 次以上的剖宫产， 子宫上的
疤痕在妊娠后期有可能发生自发性
子宫破裂。

女明星之所以选择剖宫产， 有
保持身材、 维护公众形象的考虑 。
多次剖宫产需要有专业的医生紧密
监测、 指导 、 评估风险才能进行 ，
实际上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疤痕子宫、 高龄等因素属于高
危妊娠， 就算是二次剖宫产， 也需
要谨慎对待。 剖宫产术后留下的子
宫疤痕， 会给下次分娩带来很多危
险。 剖宫产次数越多， 子宫就越脆
弱， 胎儿早产或子宫破裂导致胎死
宫内的可能性就越大。

再次剖宫产间隔两年最合适

剖宫产预留充足的间隔期是降

低妊娠风险的重要一环， 合适的间
隔期能让子宫疤痕愈合牢靠， 降低
子宫破裂的风险。 前后两次剖宫产
的时间相隔 2 年左右最合适， 如果
短期内再次怀孕， 子宫破裂的危险
较高， 危及母子安全； 而相隔时间
过长， 子宫疤痕已经纤维化， 脆性
较大， 也容易被扯裂。 因此， 有过
剖宫产史的女性备孕时， 最好提前
到医院进行检查， 请医生根据第一
次剖宫产时的情况进行评估， 综合
判断再次妊娠的风险。

身体条件合适、 剖宫产术后再
次妊娠的孕妇， 也是可以尝试阴道
分娩的。 相对来说， 成功的剖宫产
后阴道分娩， 母亲的住院时间较短、
失血少、 感染少。

另外， 有剖宫产史的女性再次
妊娠时， 应警惕子宫瘢痕妊娠的可
能， 一旦停经后出现阴道不规则流
血时 ， 宜早期进行超声或 MRI 检
查， 当确诊为子宫瘢痕妊娠时， 建
议应尽早终止妊娠。

剖宫产后再次怀孕的注意事项

1. 孕妇要经常注意腹中胎儿的
胎动状况。

2. 在妊娠晚期减少剧烈运动，
不要开车、 骑车、 久坐， 拒绝性生
活。

3. 一旦感觉肚子痛， 要及时到
医院检查就诊， 防止瘢痕子宫出现
自发性破裂。

4. 在即将到预产期时， 提前住
院待产， 防止发生子宫破裂。

5. 即将生产时， 特别要注意避
免腹部受挤压， 防止引发瘢痕处破
裂。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
温济英

������许多爱美的年轻女姓追求苗条
性感， 在寒冬里不愿穿得很厚实，
而穿短裤短裙， 衣着单薄， 这样极
易造成股部 （大腿） 发生冻疮。

冻疮多发生于寒冷的冬季， 是
由寒冷引起的局限性皮肤炎症性损
害。 一般好发于人体的暴露部位，
如面、 耳、 手足等， 多见于儿童和
未梢循环不良者。 然而年轻女性由
于冬季未注意保暖， 其股部亦可发
生， 尤其肥胖女姓。 寒冷刺激后造
成女性下肢皮下动脉收缩， 组织缺
血， 静脉瘀血， 使局部血液循环不
良而发生瘀斑、 肿胀。 同时穿紧身
内衣和缺乏运动也可助长冻疮的发
生， 临床表现为蓝红色浸润性斑

块， 对称分布于股外侧、 及两侧股
部。 有的呈局限性肿胀， 皮肤表面
紧张有光泽， 灼热、 触痛及受热后
发痒等症状。 在温暖的环境中斑块
可消退。

预防股部发生冻疮， 主要是在
寒冷季节注意防寒保暧， 广大年轻
女性要适时添衣 ， 且裤子不宜过
紧； 加强体育锻炼 ， 促进血液循
环； 注意营养， 提高机体对寒冷的
适应性。 同时要避免长时间静止不
动。 发生冻疮后可在医生指导下外
涂冻疮膏、 樟脑软膏等， 亦可进行
物理治疗， 如采用红外线照射等。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皮肤病防治所

胡亚莹

������近日， 王女士感觉外阴瘙痒、
灼痛， 性生活时伴疼痛不适， 到医
院检查发现患上了念珠菌性阴道
炎。 阴道炎在诊断明确、 遵医嘱用
药的情况下， 一般预后较好， 但很
多女性在出现症状后， 往往选择自
行购药治疗。 其实， 不同的阴道炎
有不同致病因素， 不针对性用药时
难以治愈， 还会导致病情反复， 长
期的炎症会对阴道内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 降低受孕率。

滴虫性阴道炎 滴虫性阴道炎

患者外阴瘙痒较轻微， 阴道分泌
物常为脓性泡沫状 ， 质地稀薄 。
由于阴道毛滴虫可妨碍精子成活，
导致女性无法受孕。 滴虫性阴道
炎可经性生活传播， 因此， 必要
时男方应与女方同时治疗。

细菌性阴道炎 10~40%的细
菌性阴道炎患者没有明显症状， 有
症状者阴道分泌物多为白色， 并伴
有鱼腥臭味。 细菌性阴道炎会降低
精子活动力， 减少精子在女性体内
的存活时间， 降低女性的受孕率。

应明确诊断， 对因治疗。
念珠菌性阴道炎 念珠菌性阴

道炎患者外阴瘙痒较为严重， 阴
道分泌物多为白色 ， 质地稠厚 ，
为凝乳或豆腐渣样。 念珠菌性阴
道炎会破坏阴道内的环境， 使阴
道失去原有酸碱平衡， 炎细胞大
量吞噬精子， 使精子活动力降低，
降低受孕率。 念珠菌性阴道炎易
复发， 患者应遵医嘱按时用药和
复查， 必要时巩固治疗。

济南市工人医院 张乾

������生活中不少经常感觉周身疼痛的
年长女性， 常常告诫刚有了小宝宝的
年轻妈妈， 坐月子时千万受不得寒，
更不要沾冷水， 不然会一辈子落下腰
痛的病根。 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 女性怀孕及产后需要
足够的钙， 以保证妊娠及哺乳时的营
养需要， 并维持母子生理功能和新陈
代谢。 一般来讲， 孕期后 5 个月的妇
女， 每日钙需要量为 1500 毫克， 而
产后随着泌乳量增加， 每日需摄入
2000 毫克的钙， 才能满足哺乳需要。
足月胎儿分娩， 可使产妇丢失约 25
克左右的钙， 即使是此后不停地补，
按正常吸收和生理代谢， 也需大约 2
年左右方能补齐。 如果女性孕期及产
后钙摄入不足， 势必要动用自身骨骼
中储备的钙， 造成骨钙丢失， 久之则
引起骨质疏松， 最主要的症状是疼
痛， 而产后女性以腰痛为明显。

显而易见， 预防产后腰痛， 不是
避寒而是补钙。 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须
注意均衡膳食， 纠正偏食习惯， 多进
食乳类、 豆类、 肉类、 海产品及绿叶
蔬菜等含钙丰富的食物， 并进行适当
运动， 常到户外晒太阳， 同时戒除烟
酒嗜好。 症状严重者还要在医生指导
下积极、 持续地补充钙剂进行治疗。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每位准妈妈都希
望平平安安生下一个
健康聪明的小宝宝 ，
可是， 十月怀胎过程
中胎儿也许会存在一
些 “险情”， 因此， 一
旦出现以下信号时必
须警觉：

宫外孕信号 主要
表现为妊娠早期突然
出现下腹部持续性疼
痛， 并伴有恶心 、 呕
吐、 昏厥 、 头晕和排
便感等。

葡萄胎信号 表现
为妊娠早期或中期子
宫增大速度过快， 超过妊娠
月份， 进行 B 超检查可显示
葡萄胎。

胎儿死亡信号 一方面增
大的乳房 、 腹部停止生长 ，
而且缩小、 萎陷， 同时乳房
胀感消失； 另一方面则表现
为胎动停止 ， 胎心音消失 。
此外， 阴道可能有大量出血，
出血量超过正常月经量。

胎儿宫内缺氧信号 正常
胎动每小时 3-5 次， 如 12 小
时内胎动次数少于 10 次， 则
为宫内缺氧信号。 如若不及
时治疗， 可危及胎儿生命。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信号
表现为子宫增长过缓， 增长
速度达不到孕周应有的高度。

先兆流产及早产信号 在
怀孕 37 周前， 每 3-4 分钟即
出现一次腹胀， 并伴有少量
阴道出血。

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信号 浮肿急剧加重， 并延及
大腿、 腹壁， 临床检查血压
升高， 是导致孕妇死亡的一
大因素。 若妊娠期出现头痛、
头晕并伴有眼花、 胸闷、 血
压上升， 则提示母婴处于危
险状态。

早剥或前置胎盘信号 妊
娠晚期有大量阴道出血， 并
伴有持续性腹痛， 此为胎盘
早剥信号， 若不伴有持续性
腹痛 ， 则为前置胎盘信号 ，
此两种信号皆可危及母婴生
命。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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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剖宫产风险大
�������台湾主持人小 S 连续生育 3 个孩子经历 3 次剖宫产、 演员陈浩
民的妻子蒋丽莎 5 年内连续 4 次剖宫产、 香港“千亿媳妇” 徐子淇
也在 8年之内连续剖宫产 4 次。 虽然多次剖宫产并不罕见， 在理论
上， 检查跟踪到位也是可行的， 但是， 每一次剖宫产都可能有叠加
的风险， 多次剖宫产风险大， 是不可取的。

预防产后腰痛
重在补钙

爱美女性防股部冻疮

治疗阴道炎 先找准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