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长辈会告诫年轻妈
妈： 坐月子时不能吹风受寒，
更不能沾冷水， 不然会落下一
辈子身体疼痛的病根。 事实果
真如此吗？

女性在怀孕及产后要保证
妊娠及哺乳时的营养需要， 维
持母子双方的生理功能和新陈
代谢， 因此， 各种营养素的需
求大大增加 ， 特别是钙 。 通
常， 女性怀孕中晚期， 每日的
钙需要量为 1500 毫克。 产后
随着泌乳量的增加， 每日需摄
入 2000 毫克的钙， 才能满足
母儿需要。 足月胎儿分娩， 可
使产妇丢失约 25 克的钙， 即
使此后不停地补充， 按正常吸
收和生理代谢， 也需两年左右
才能补齐。

如果女性怀孕及产后钙元
素摄入不足， 势必要动用自身
骨骼中储备的钙， 造成骨钙丢
失， 久而久之就会引起骨质疏
松。 而骨质疏松最常见和最主
要的症状就是疼痛。 所以， 缺
钙的孕产妇出现全身骨痛是不
足为怪的。 由于过去人们缺少
这方面的知识， 便误认为产后
出现的身体疼痛是寒邪在作
祟 ， 于是以讹传讹 ， 延续至
今。

由此可见 ， 预防产后疼
痛， 重点不是避寒而是补钙。
孕妇及哺乳期女性须注意均衡
营养， 纠正偏食习惯， 多进食
乳类、 豆类、 肉、 海产品及绿
叶菜等含钙丰富的食物， 并进
行适当的活动， 常在户外晒太
阳， 同时戒除烟酒嗜好， 症状
严重者还要在医生指导下积
极、 有效、 持续地补充钙剂。

衡水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副主任医师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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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内外科合并症多易流产

随着年龄的增长 ， 人体生理
机能逐渐退化， 自然疾病也越多。
女性在 35 岁以后， 容易有一些内
外科合并症， 比如甲亢、 高血压、
糖尿病 ， 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
内外科疾病 ， 这样会使得孕期变
得不那么顺利 。 另外 ， 高龄孕妇
在妊娠早期 ， 比年轻孕妇容易发
生流产。

染色体异常畸胎率高

研究表明， 孕妇年龄越大， 先
天痴呆儿和畸形儿的发生率越高，
其中发生最多的是唐氏综合征。 资
料显示， 在 20 岁的孕妇中， 唐氏
综合征发病率为 1/1530， 在 35 岁
孕妇中， 发病率高达 1/360， 40 岁
时则为 1/100。

随着年龄增长， 女性的卵巢和
男性的睾丸逐渐衰老， 产生的卵子
及精子自然老化、 退变和发生染色
体畸形的机会就会增多。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风险高

高龄孕妇容易并发各种合并
症， 其中以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简
称妊高征） 最为严重， 孕妇会有高

血压、 蛋白尿、 水肿， 严重时出现
抽搐症状， 这种疾病也是引起孕产
妇和胎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高龄孕
妇发生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几率比
年轻妈妈高 2~10 倍。 另外， 首次
生育年龄越晚， 患乳腺癌的危险性
就越大。

体力不支育儿负担重

分娩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就
好比长跑一样， 没有体力怎么可能
支撑得下来。 对于产妇而言， 年龄
越大， 体质越差， 再加上如果长期
缺乏运动， 到分娩时往往会体力不
支， 增加分娩风险。 另外， 产妇年
龄越大， 越会感到自己在育儿时力
不从心， 比起年轻的女性来说， 产
后恢复得也较慢。

剖宫产率居高不下

虽然高龄孕产妇生理、 心理发
育成熟， 但随着预产期的临近， 除
害怕疼痛外， 一样会担心分娩时是
否会发生难产、 胎儿是否健康， 年
龄越大， 心理压力相对更大。 在临
床上， 高龄孕妇已经是剖宫产的手
术指征之一， 这也是高龄人群剖宫
产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芬

������炎症是人体对于感染、 长期压
力或肥胖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 。
不过，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 ， 孕期
炎症会增加宝宝出现大脑发育问
题或精神疾病风险。

研究人员收集了 84 名孕妇每
一个妊娠期的血液样本， 分析了血
液样本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6
的水平， 该炎症标志物对胎儿的脑
部发育发挥重要作用。 孕妇分娩后
的 4 周里， 研究人员利用功能性磁
共振成像评估了新生儿的大脑连接
模式。 当孩子长到 2 岁时， 研究人
员还检查他们的大脑工作记忆能
力， 该能力与学业成绩好坏相关，
同时也与心理健康疾病相关。

数据显示， 白细胞介素- 6 的
水平差异直接影响新生儿的大脑
交流能力 ， 以后还会影响孩子的
工作记忆能力 。 孕期该标志物的
水平越高 ， 孩子工作记忆能力越
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孕期出现
炎症， 都会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指出， 孕期还有很多
因素会影响胎儿的发脑发育 ， 如
社会与环境 、 压力的增加和不良
饮食习惯 。 未来科学家们或许会
找到靶向疗法 ， 帮助人们降低炎
症发生率 ， 减少对大脑发育的不
良影响。

曹淑芬 译自英国 《每日邮报》

������怀孕女性要特别注意不规则的
阴道出血， 那不一定都是流产的先
兆， 也可能提示发生了异位妊娠，
即宫外孕。

宫外孕首先有停经史。 一般来
说， 宫外孕有几大特征： 停经、 阴
道出血和腹痛。 由于有的孕妇胚胎
发育得不是特别好， 早期往往会出
现不规则的阴道出血， 这时就要警
惕是不是有宫外孕的存在。 而且如
果停经、 阴道出血和腹痛这几个情
况都存在， 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
宫外孕， 要尽早到医院就诊。

在怀疑宫外孕时， 医生会为患
者做血 HCG 检查 ， 如果查得的
HCG 水平异常升高， 而在 B 超又
未发现宫内胚胎， 这个时候就要高
度怀疑宫外孕了。

那么， 哪些女性容易发生宫外
孕 ？ 又该如何避免宫外孕呢 ？ 炎
症、 人流和剖宫产都是不利因素。
一是育龄女性尽量减少炎症的发
生， 有炎症要积极治疗； 二是减少
人流的发生， 人流次数越多发生炎
症的概率越大， 对输卵管的影响会
更大， 所以异位妊娠的概率就会更
多； 三是尽量能够阴道分娩， 减少
剖宫产率的发生， 也可以减少剖宫
产斑痕妊娠的发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主任医师 陈素文

HPV 疫苗的出现， 为女性预防
宫颈癌带来了曙光。 但疫苗并不是
万能的， 即使在注射后也需要定期
复查， 同时注意性生活时做好安全
防护 ， 这样才能更好地预防宫颈
癌。

宫颈癌现已成为女性人群高发
的癌症， 但由于很多女性缺乏早期
筛查宫颈癌的意识， 导致很多病例
发现时往往已是中晚期。 与其他癌
症类似， 环境因素、 生活工作压力
是引起宫颈癌发病率升高的原因之
一；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初次性生
活时间的提前， 有调查研究表明，
如果女性初次性行为的年龄低于 15
岁， 患宫颈癌的几率会比初次性行
为年龄高于 15 岁的人高 10 倍。

当女性开始有性行为之后， 就
会有感染 HPV 的可能。 HPV 即人
类乳头状瘤病毒， 是宫颈癌的直接
致病因素之一。 因此， 有性生活后
的女性要每年进行宫颈癌筛查， 如
果筛查结果连续 2~3 年均正常， 可
以适当延长筛查时间间隔。

有些女性觉得接种了 HPV 疫
苗后就非常保险 ， 可以高枕无忧
了，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由于与宫
颈癌相关的 HPV 病毒的类型众多，
接种疫苗只是降低危险因素， 并非
终身免疫 。 因此对于接种了 HPV
疫苗的女性来说， 仍需定期进行宫
颈癌筛查。

重庆市肿瘤医院妇科肿瘤科
唐郢

演员大 S因胚胎发育不全终止妊娠

近日， 我国台湾演员大 S 工作
室发布一则声明， 称大 S 腹中胚胎
发育不全， 经夫妻两人与家人商量
后， 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终止妊
娠。 大 S 今年 41 岁， 在孕产妇中
属高龄， 且此次怀孕是第三胎。 在
临床上， 高龄孕产妇(超过 35 岁以
上)因孕产期容易发生并发症， 常
常造成孕妇和围产儿预后不良， 而
且孕妇年龄越大， 发生妊娠并发症
的风险也越高。 所以， 孕产对于高
龄女性来说， 在体力、 生理、 心理
上都是一种考验。

预防产后疼痛
重点在补钙

孕期炎症
恐影响宝宝大脑发育

停经、出血、腹痛
警惕宫外孕

接种HPV疫苗后 不能“高枕无忧”

盘点“高龄”女性孕产五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