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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女士是一枚资深吃货，
平时就微胖的她在备孕阶段
为了 “加强营养”， 体重就已
达到 80 千克。 孕 16 周时她
被查出有妊娠期糖尿病， 在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糖尿病
一日门诊” 接受专家的运动
饮食指导调节后， 血糖回到
正常范围， 随后聂女士又开
始 “放松警惕 ”， 结果在孕
34 周时聂女士的体重竟达到
了 100 千克， 肚子比足月的
双胞胎孕妇还要大。 最终聂
女士在妊娠 37 周时因腹中胎
儿过大不得不接受了剖宫产
手术， 宝宝出生体重高达 4.8
千克。 剖宫产术后聂女士的
伤口恢复成了大麻烦， 由于
身材胖脂肪多， 发生了伤口
脂肪液化， 伤口一度愈合不
良； 宝宝则因为是巨大儿需
监测血糖变化， 医生告诉聂
女士， 成年后宝宝发生代谢
性疾病的风险很高， 这令聂
女士后悔不已。

记者近日从该院了解到，
像聂女士这样因孕期大吃大
喝导致一系列妊娠期问题的
孕产妇还有不少。 孕期到底
增重多少合适？ 孕期怎么吃
怎么运动才更科学、 更合理？
该院大产科主任游一平介绍，
一般来讲， 准妈妈整个孕期
体重增长应在 10~12.5 千克
左右， 不超过 15 千克， 早、
中、 晚孕期体重增长各不相
同， 孕妈咪需适当进行饮食
调整。

孕早期 （1~3 月 ） 时 ，
每月体重增加 0.5 千克左右，
体重增加不明显， 这个阶段
孕妈咪的体型并没有很大的
改变。 有些孕妈咪还可能由
于严重的孕吐反应， 体重非
但不增， 反而降低， 这些都
是正常的。 孕妈咪此时不用
过分注意体重是否增加。 因
为妈妈体内原来储存的营养
完全足够宝宝此时的生长所
需， 妈咪们只需补充一些基

本的营养素即可。
4~6 月孕妈咪进入最舒

适的一个孕中期， 胃口开始
变好， 心情也随之放松。 体
重随着宝宝的快速生长开始
有规律的稳步增长， 这时候
是控制体重的关键期。 饮食
要讲究荤素兼备、 粗细搭配、
少量多餐， 同时配合适当的
运动 ， 切不可 让体重提前
“超标”。

经 证 实 ， 超 重 孕 妇 中
60%的多余体重都是孕晚期
疯长的结果 ， 因而孕晚期
（8~10 月 ） 体重管理是整个
孕程的 “严峻期”。 孕晚期每
周增加 0.5 千克左右为正常，
饮食要注意保证质量、 品种
齐全。 适当限制糖类和脂肪
的摄入， 以免宝宝长得过大，
这不仅是为孕妈咪能顺利生
产、 分娩后很快恢复苗条身
材提供条件， 更是为宝宝在
未来成年后有一个健康的身
体打下基础。

������5 月 18 日，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党校的坪地里，
一场别开生面的战场急救模拟
演练正在进行， 来自永顺县人
民医院的主治医师杜江顺给民
兵示范操作战场外伤急救方法。
此次演练旨在对战场负伤者进
行止血、 包扎、 固定、 搬运等
及时有效的救援。

通讯员 王晶 王春来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粟青梅） 近日， 正在塞拉利
昂中塞友好医院门诊忙碌的中国 （湖南） 第 19 批
援塞医疗队员、 长沙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
杨亮， 突然收到一份特殊礼物： 塞拉利昂一位 10
岁的小男孩巴蒂 （Patty） 给他送来了一封感谢信，
巴蒂的父亲拉着杨亮的手不停地说着： “China，
Good！ （中国， 真棒！）”

5 月 2 日晚上 10 时， 杨亮接到急诊室值班医
生打来的电话， 说有位 10 岁的男孩不慎被人踢伤
阴囊， 疼痛难忍， 请紧急会诊。 杨亮迅速跑到病
房， 经过认真检查， 考虑孩子的睾丸破裂。 随后赶
过来的医疗队员潘勇医生， 为孩子做了彩超， 检查
结果证实了这一判断。

手术在当晚进行。 术中发现小巴蒂的左侧睾丸
碎裂伤严重， 清洗、 检查中发现修补的难度非常
大， 况且修补后因缺血、 感染而再次手术切除的可
能性也较大， 如果当时就直接切除仅需半个小时就
能完成手术。 到底是修复还是直接切掉？ 杨亮抬头
望了一眼才 10 岁的小巴蒂 ， 最后坚定地表示 ：
“竭尽全力进行睾丸修补！” 最终因为孩子左侧睾丸
的碎裂严重， 手术比预想中多花了 1 小时， 但手术
获得了圆满成功。 手术后第 4 天， 彩超复查结果显
示， 小巴蒂左侧睾丸内可见到清晰的血流信号， 这
意味着血供良好， 睾丸保住了。

������本报讯 （通讯员 谭恋恋） 55 岁的张阿姨绝经
已长达 10 年， 半个月前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又来月
经了， 阴道内流血不止， 来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
科 B 超检查后医生发现， 张阿姨宫腔内膜上长了
一个直径约 1.5 厘米的增生息肉， 需手术切除。 该
院妇科教授吴佳捷和谭智慧开创性地开 展了
Myosure 宫腔镜无创手术， 短短一分钟即为其成功
切除了宫腔内大息肉， 使其在术后第二天便轻松出
院。

据了解， 行业内广泛切除宫内膜息肉是从宫腔
内直接进行手术， 但是由于张阿姨子宫萎缩严重，
常规手术的安全性和可操作性难以把控。 如果任由
其发展， 这类息肉极易引发病变， 将对患者未来生
活造成极大恶果。 所以， 一般医生都会建议直接切
除子宫。 吴佳捷教授考虑到切除子宫将使患者有较
大创伤， 盆底功能受损， 于是她和谭智慧教授决定
开创性地为患者实施 Myosure 宫腔镜无创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阳超） 近日， 家住岳阳市孕
22 周的胡女士午觉后发现全身出现了红斑、 水疱，
还有胸痛、 气促等不适， 体温升高达 39℃， 立即
在家人陪同下来到长沙市传染病医院 （长沙市第一
医院南院） 就诊。

经医生仔细询问后， 得知胡女士近期有与水痘
患者接触史， 结合相关检查结果， 诊断为 “水痘”。
立即予以隔离、 积极抗病毒等对症支持治疗和精心
护理， 胡女士病情很快恢复， 胎儿情况良好， 目前
已康复出院。

该院感染科肝病中心二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李
向军介绍， 孕妇感染水痘后， 对孕妇本人和胎儿的
危害都比较大， 可引起水痘肺炎， 也可导致流产、
早产及死胎， 还有引起胎儿畸形的危险。 妊娠期水
痘可通过胎盘传播， 导致先天性或新生儿水痘， 引
起胎儿神经肌肉、 肺、 皮肤等的损害， 严重危及新
生儿的健康。 因此， 准妈妈们须远离水痘及带状疱
疹患者， 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公共场合， 防止感染。

贪吃孕妈生出巨大儿
妇幼专家提醒：规范孕期饮食才能“母子平安”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刘佳 王娟

民兵学急救

本报专访

������本报讯 （段斌） 5 月 23
日， 是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消化内科住院患者贺先生接
受 “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
内 支 架 分 流 术 ” （ 简 称
“TIPS 术”） 后的第 3 天， 该
科主任、 主任医师、 硕士研
究生导师王恩湘在查房时表
示， 患者经多项检查状况良
好， 没出现肝性脑病等并发
症， 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
术手术获得成功。

5 月 20 日上午 9 时， 湘
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王恩湘 、 副主任钟鹰 ，
介入医学科主任贺智高， 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魏波等
专家， 齐聚介入手术室， 共

同为贺先生实施 TIPS 术， 行
局部麻醉后， 从右侧颈内静
脉插管至肝静脉， 在肝内建
立一条肝静脉与门静脉之间
的人工分流通道。

在术中， 对贺先生进行
门静脉压力测量， 发现超出
正常值 2 倍， 经造影发现门
静脉、 食管胃冠状静脉明显
扩张后， 对食管胃冠状静脉
用弹簧圈进行栓塞止血， 然
后利用球囊对人工通道进行
球囊扩张及释放支架， 门静
脉、 肝静脉血流通畅， 门静
脉压力恢复正常值， 手术总
用时 3 小时， 操作圆满完成。
今年 56 岁的贺先生， 是湘电
集团一名工人。 他在 2014 年

因酒精肝导致肝硬化， 经常
出现吐血、 黑便、 屙血等消
化道出血症状， 即使住院行
注胶、 套扎等多项治疗， 也
只能短期止血， 每次仅维持
1-6 个月 ， 病情又会复发 ，
属于消化道反复出血顽症。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消
化道内科副主任钟鹰介绍说，
TIPS 手术适应于 “食管、 胃
底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 经
保守治疗或者内镜下治疗 ，
效果不佳者； 中度食管、 胃
底静脉曲张， 随时有破裂出
血危险者； 门脉高压所致的
顽固性腹水， 肝硬化并发肾
功能不良者” 等类疾病寻求
根治的治疗方法。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