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民间传统观念认为， 女性腰臀圆润、 “丰乳肥臀”， 那就是好生养、
旺家的福相。 吴小姐正是长了一副丰满身材， 婆婆很是满意。 然而， 吴小姐
结婚两年来， 肚皮一点“动静” 都没有， 还伴随脸上长痘痘、 月经不调， 体
重也在持续增长。 上个月， 吴小姐到医院就诊后才发现， 原来是患了多囊卵
巢综合征(PCOS)， 导致了不孕。 在此提醒大家， “丰乳肥臀”、 身材丰满的
适龄女性不一定就“好生养”， 更要小心患上多囊卵巢综合征。

������放置节育器虽能收到很好的避孕
效果， 但并非一劳永逸。 节育器根据
种类的不同， 其使用的年限也不一
样。 除不锈钢金属环可放置 10~20 年
外， 其他各种类型的宫内节育器均应
到期更换， 否则会危害女性健康。

生活中， 很多女性放环后因身体
没有明显不适， 从未想到去医院复
查， 其实， 这是不对的。 宫内放置节
育环， 尽管是女性避孕的最佳方法之
一， 但终究会伴有一些不良反应， 如
月经量增多、 小腹坠痛， 少数妇女还
会因自身代谢不佳而引起贫血等。 此
外， 宫内节育器的脱落往往是避孕失
败的常见原因之一。 为防止这些情况
的发生， 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年至少去
医院做一次复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和治疗。

女性闭经后， 体内的雌激素迅速
减少， 生殖器官逐渐萎缩， 子宫变
小， 子宫肌肉变薄、 变脆， 闭经时间
越久， 这种变化就越明显。 由于节育
环的大小固定不变， 子宫缩小后， 节
育环就会嵌入子宫壁内， 如果节育环
嵌入部位有血管， 可引起出血； 如果
节育环被挤入盆腔或腹腔， 就会出现
感染和腹痛。 所以， 女性最好在闭经
半年至一年内取出节育环。

山东省平阴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博恩

������产后， 护士总是勤快地跑到
产妇床前问： “有没有排尿？” 为
何护士会如此关心产妇的小便情
况呢？ 原来， 顺产的产妇膀胱在
生产时受到压迫和牵拉， 会减弱
排尿反射， 可能尿不出来。 剖宫
产的产妇膀胱由于麻醉， 容易造
成排尿困难。 为避免出现产后尿
潴留， 产妇在生完孩子后确实需
要排尿， 重启膀胱的排尿功能。

一般来说， 顺产的产妇产后
4~6 个小时需要排尿 ， 剖宫产的
产妇在拔掉尿管后的 4~6 个小时
也要排尿 。 如果无法顺利排尿 ，
就可能造成膀胱纤维断裂， 不仅

要花钱治疗， 还要受罪。
产后如何更好地排尿？
1. 做好排尿前的准备， 比如

产妇坐起时要确认自己头不晕 、
眼不黑， 要在家人或护理人员的
搀扶下慢慢下床。

2. 自己说嘘嘘或吹口哨， 或
将两杯水倒来倒去产生水流声 ，
或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出来， 利用
条件反射进行导尿。

3. 用手掌轻轻按压小肚子 ，
撅起屁股， 帮助排尿。

4. 用热毛巾敷肚子。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 石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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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表现为肥胖、多毛、月经不规律

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发生于 15~
35 岁的女性。 在造成女性不孕的原
因中， 卵巢功能不全占大约 30%~
40% ， 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的占
30%~60%， 是许多女性不孕的原因。
而且，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及子宫内膜癌的发
生几率也可能增加。

定期做体检， 每年至少做一次，
可早期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 B 超
检查可明显发现双侧卵巢增大， 卵
巢内有很多小卵泡。 其次， 从女性
身材、 皮肤的异常变化也可以发现
倪端： 肥胖是 PCOS 常见临床表现
之一， 患者的体重逐渐增加， 半数
以上的 PCOS 患者为肥胖者。 另外 ,
还有其他典型表现， 比如体毛浓密、
月经稀少、 月经周期不规律、 痤疮。
所以， 当育龄女性出现这些症状时，
要警惕多囊卵巢综合征， 尽快上医

院就诊。
此外， 月经是女性身体的晴雨

表，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一般会
伴随月经稀发等月经不调症状。

减肥可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积极治疗， 多囊卵巢综合征
会影响女性一生。 年轻时出现月经
不调 、 多毛 、 痤疮 、 肥胖 ， 不孕 。
随着年龄的增加， 还会有远期的并
发症， 如糖尿病、 高血压、 心血管
疾病、 子宫内膜癌等。 因而， 多囊
卵巢综合征患者应尽早治疗， 并改
变不良生活方式。

增加运动为身体减负， 可选择
有氧运动项目， 如慢跑、 跳健身舞、
快步走等。 根据超重程度调整运动
时间， 每次尽量不少于 1 小时， 每
周坚持 3~5 次。

饮食上建议多摄入高蛋白质和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以更好地减轻
体重， 改善胰岛素抵抗。 避免辛辣

刺激食物， 少进甜食， 选择低升糖
指数的食物。

规律作息， 尽量不要熬夜， 每
天子时 （晚上 23 时~凌晨 1 时） 之
前就应入睡。

调理得当， 有效减肥的话， 多
数患者都可以治愈。 对于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 首先不一定主张手术
治疗， 药物治疗配合改变生活方式
是最佳选择， 用药物诱导排卵， 服
药半年后观察， 再确定下一步治疗
方案， 但大多数患者都会有所改善。
必要时再手术治疗。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生殖医学专科副主任医师 黄睿

������25 岁的兰兰最近发现自己
怀孕了， 她很诧异： 自己明明
仍是处女， 怎么会怀孕呢？ 原
来， 她与男友亲密接触过一次，
虽然说男友没有真正进入， 采
取的是体外射精， 但 50 多天后
她一向规律的月经迟迟未来，
这才上医院检查。 接诊的医师
为兰兰做了妇科检查， 发现其
处女膜是完好的， 但是腹部彩
超检查结果提示宫内妊娠单活
胎， 她确实怀孕了， 而且胎儿
已经有 50 多天大小。 兰兰不明
白， 为什么没有进行实质性的

性交也会怀孕。
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上并不罕

见 ， 许多女孩认为只有阴茎进
入阴道的性交才会怀孕 。 其实 ，
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 。 具备以
下几个条件即可怀孕： 1.卵巢排
出正常的卵子； 2.精液正常并含
有正常的精子； 3.卵子和精子能
够在输卵管内相遇并结合成为
受精卵； 4.受精卵顺利地被输送
进入子宫腔； 5.子宫内膜已充分
准备适合于受精卵着床。

这些环节都没有问题， 新生
命即可出现 。 正常男性一次射

精的精子 数 量 可 达 一 亿 以 上 ，
精子的游动速度的分布峰值是
36 微米 /秒 ， 在适合的条件下 ，
精子甚至能在体外存活 24 ~48
小时 。 此外 ， 男性的前列腺液
中也含有少量精子 。 男性兴奋
状态下精液是喷射出来的 ， 即
使阴茎在阴道口没有进入阴道 ，
精子也完全有可能 “潜伏 ” 进
阴道 。 了解以上受孕过程 ， 处
女膜完整而出现怀孕的情况也
就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 莫鸿英

������为了生个高质量的宝宝，
通常家人都希望准妈妈吃得
多、 吃得好， 毕竟 “一张嘴要
养两个人 ” 啊 。 然而资料显
示， 80%的 “糖妈妈” 是吃出
来的。

妊娠糖尿病不仅会增加妊
娠妇女生产时的危险， 如容易
出现妊娠中毒症等， 还容易引
起胎儿血糖高、 代谢紊乱等，
从而影响胎儿的健康。

妊娠糖尿病分两种， 一种
是孕妇在怀孕前就患有糖尿
病， 另一种是孕妇的胰岛功能
在怀孕前就不好， 妊娠后因饮
食量增加等因素而诱发。 而有
家族糖尿病史， 或是自己出生
时体重超过 4 千克的孕妇， 都
是妊娠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如何避免妊娠糖尿病呢？
首先， 监测血糖是产前检查中
一项重要的项目。 血糖水平正
常的孕妇 ， 应每 2 周检查一
次， 检查周期最长不能超过 1
个月。 血糖不正常的， 则应每
周检查一次。 发现患妊娠糖尿
病时， 要严格控制血糖。

另外， 保持饮食和运动平
衡非常重要， 孕妇应根据运动
和劳动强度计算进食量， 可在
妊娠初期、 中期、 晚期分别在
每日总主食量的基础上增加 1/4、
1/2 和 2/3。 比如自己每天正常
进食 300 克， 在妊娠初期， 每
天可以在 300 克的基础上增加
75 克 （300 克×1/4）。 妊娠早
期的运动主要应以散步为主；
中期可适当增加运动量， 但是
运动时要注意使心率不超过
100 次/分钟。

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师 刘怀珍

“丰乳肥臀”好生养？
小心多囊卵巢综合征

八成“糖妈妈”
是吃出来的

具备条件 没有“真正性交”也能怀孕

四招助产妇顺畅排尿节育器超期“服役”
危害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