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妈妈坐高铁
先做孕期检查

很多哺乳期妈妈， 特别是新手
妈妈特别注重营养摄入， 同时长辈
们也总是会告诫新妈妈们产后必须
多喝汤水， 多吃补品或营养食物以
促进乳汁的分泌 。 在此 ， 提醒大
家 ， 新生宝宝所需奶量是非常少
的， 产后两周内切勿过快摄入营养
汤水， 而应以清淡饮食为主， 可通
过摄入高蛋白食物补充营养。

据了解， 一天大的宝宝胃容量
约为 5~7 毫升， 而初乳的量正好就
是孩子所需奶量； 1 月大的宝宝胃
容量约为 70 毫升， 而在乳汁淤积
最常发生的产后四周内， 每次哺乳
所需奶量只需约 60~90 毫升。

如果哺乳期妈妈摄入过量汤
水， 产奶量大于喂养量， 非常容易
造成乳汁过剩， 而因营养汤水中脂
肪含量高， 影响乳汁性质的改变，
使乳汁变得黏度高 、 浓稠不易排
出。 若妈妈们没有及时排乳即可最
终造成乳汁淤积而形成急性乳腺
炎。 乳汁淤积所引起的急性乳腺炎
可表现为哺乳期妇女乳房突然出现
硬块、 胀痛、 皮温升高、 乳汁排出
不畅等， 严重者可出现全身发热或
脓肿形成。

因此， 产后两周内切勿过快摄
入营养汤水， 以清淡饮食为主， 可
多摄入高蛋白食物如鱼肉、 鸡肉、
猪肉等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 当乳
房出现红、 肿、 热、 痛等症状时，
应立即就医。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 戴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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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话题

炎症致输卵管堵塞发生不孕

输卵管在女性生育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 它是孕育新生命
的必经通道， 也是精卵结合的
场所， 一旦堵塞， 容易造成女
性不孕。

输卵管整体呈管状， 左右
各一条， 长 8~15 厘米。 每条输
卵管有两个开口： 内侧开口位
于子宫角部的宫腔内 ， 称为
“输卵管—子宫口”； 外侧开口
位于腹腔内， 称为 “输卵管—
腹腔口 ”。 输卵管由内口到外
口， 依据形态可分为四个部分，
间质部、 峡部、 壶腹部和漏斗
部。 自然状态下， 输卵管峡部
的内腔相对较小， 一旦发生炎
症， 可造成峡部的充血、 水肿、
管腔粘连等的发生， 最终可造
成输卵管的堵塞而致不孕。

输卵管堵塞还可引发宫外孕

输卵管堵塞不仅易致不孕，
还可引起宫外孕。 输卵管和卵
巢相邻 ， 一旦炎症波及卵巢 ，
导致卵巢功能受损， 影响月经。
此外， 还可引起宫外孕、 腹部
不适、 尿频、 尿痛、 便秘、 腹
泻 、 性交痛以及阴道出血等 ，
其中宫外孕对健康危害最大。

正常情况下精子进入宫腔，
会游动到输卵管内， 在输卵管
壶腹部与卵子相遇并完成受精，
之后受精卵移动到宫腔内着床。
如果输卵管狭窄或堵塞， 就会
影响受精卵的正常行走。 由于
每位患者输卵管狭窄和堵塞的
部位不同， 有些情况下， 受精
卵可能会在宫腔外的部位着床，
这就是宫外孕。 宫外孕一般发
生在输卵管通而不畅或者迂曲
上举时， 轻者可造成输卵管完

全不通， 重者出现大出血甚至
危及生命。

预防输卵管及周围组织的炎症

如何避免输卵管及周围组
织、 器官的炎症呢？ 女性应在
平时保持外阴的干燥清洁， 在
每月来月经期间， 使用干净的
卫生巾， 避免同房； 穿舒适透
气的棉质内衣， 少用护垫； 少
久坐， 多活动， 避免子宫及附
件的炎症； 积极治疗泌尿道炎
症。

尽量减少宫腔操作或 X 线
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 目前输
卵管检查主要有三种， 按照检
查结果由高到低的准确性可排
序为 ： X 线子宫输卵管造影 、
超声下输卵管造影、 输卵管通
液检查。 输卵管通液检查是在
手术室进行的， 属于无菌操作，
一般不易引起感染。

已有输卵管堵塞的女性 ，
可先尝试保守治疗， 但时间最
好不超过 6 个月， 特别是 40 岁
以上的女性， 一旦发现输卵管
堵塞， 如想怀孕， 建议积极行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因为这个
年龄段的女性卵泡数量急速下
降， 一味坚持治疗输卵管， 很
可能耽误怀孕时机而造成终生
遗憾。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妇科主任医师 应小燕

������长期的慢性炎症易导致输卵管的堵
塞， 这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 而
导致输卵管炎症的发生， 与女性诸多不
良生活习惯， 如多次人工流产、 不洁性
生活、 子宫及附件炎症未治疗以及长期
阴道出血被忽视等有关。

子宫及附件炎症 宫颈炎 、 盆腔
炎、 阴道炎、 附件炎、 输卵管炎等妇科
炎症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
长期炎性刺激会使输卵管充血增粗、 变
硬、 管腔粘连、 狭窄直至堵塞， 从而造
成不孕。

多次人工流产 人流手术时由于操
作不当、 机械刺激、 流产不全等原因，
会导致女性感染各种炎症。 随着各种病
菌的不断侵入， 由子宫蔓延到盆腔、 输
卵管， 导致输卵管发生感染， 引起输卵
管堵塞。

不洁性生活 不洁性生活易感染各
种疾病， 例如性传播疾病、 妇科疾病
等， 这些病症都很容易造成输卵管炎
症， 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输卵管堵塞。

长期阴道出血 妇科肿瘤、 子宫病
变等会导致经期过长、 月经过多、 月经
淋漓不尽甚至月经不规则、 阴道出血现
象， 如患者没有及时治疗， 久而久之，
会继发炎症感染， 导致输卵管内壁出现
堵塞、 粘连、 溃烂。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科
副主任医师 马玲

������随着交通的发达， 无论是旅游
还是出差， 高铁都是人们非常乐意
选择的交通工具 。 如果距离不太
远， 火车相较于飞机更适合准妈妈
乘坐。 不过， 孕期毕竟是一个特殊
时期， 乘车时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的。

先做孕期检查 制定出行计划
前， 孕妈妈应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了解自身及胎宝宝的身体状态， 根
据身体状况制定出行计划， 并请医
生对制定出行计划提出建议。

整理好孕期检查报告等资料随
身携带， 以便于需要异地就医时提供
给接诊的医生； 到达目的地后， 若在
超过预期产检日期时仍不能返回， 此
时需要视具体情况及时异地医院就
诊， 完成相应的产前保健项目。

注意出行时间 建议孕妈妈出
行时避开节假日高峰期， 与人流错
峰， 避免被挤倒或撞倒。 还要避开
流感等流行性疾病高发的时间， 以
免出行时被感染流行性疾病而又得
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孕足月 （孕 37 周） 后尽量避
免乘坐高铁， 因为孕足月后随时有
可能临产发动宫缩， 而高铁上没有
应对生产的医疗措施， 遇到突发状
况时， 有延误救治的可能。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在我国民间， 一直有 “女性在
经期不能洗澡和洗头” 的说法， 否
则被认为会导致子宫收缩不完全，
造成污血残留在子宫内， 日积月累
就会导致女性落下 “月子病”， 影
响产后恢复甚至一生的健康。 这样
的说法有道理吗？

目前， 没有任何研究表明女性
月经期不适宜洗澡、 洗头。 相反，
经期洗澡、 洗头， 保持清洁卫生对
女性健康还非常关键， 因为女性在
月经期相对来说抵抗力较平常是降

低的， 此时不注意清洁卫生， 会增
加细菌感染的风险。 因此， 月经期
更应该通过洗浴保持清洁， 如果忽
视了卫生， 反而会造成炎症发生。
另外， 在经期洗温度适宜的热水澡
还能舒张血管， 有利于经血的排出。

所以严格来说， 经期没有太过
严格的禁忌， 可以洗澡、 洗头。 但
要注意的是， 在月经期同时还存在
其他健康问题， 比如贫血， 在经期
会加重贫血， 此时洗头或洗澡需多
加注意发生意外情况； 还要注意不

宜过度清洁， 并尽量少用化学性清
洁剂， 以免破坏菌群平衡， 损害健
康。 建议女性在月经期不一定限制
洗澡、 洗头， 要保持身体皮肤的清
洁干爽； 清淡饮食， 限制高盐及含
花生四烯酸的奶制品等摄入； 适当
进行运动， 轻度运动或工作在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血液循环、 减少焦虑
情绪并缓解经期疼痛， 不建议做过
于剧烈的运动或繁重劳作。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蔡珠华

产后不宜喝浓汤

洗澡、洗头并非月经期禁忌

输卵管堵塞 多“祸起”炎症
�������小张今年 31 岁， 结婚一年来一直未怀孕， 并且每次
同房后阴道分泌物都会增多， 还有一种灼热感。 到医院
检查时， 医生发现小张双侧输卵管间质部阻塞。 医生介
绍， 在妇科门诊以及妇科手术时发现， 输卵管堵塞最常
见的原因是炎症， 比如输卵管附近的器官发生炎症， 容
易波及输卵管引发感染， 从而导致充血、 水肿、 管腔粘
连等的发生， 最终可造成输卵管堵塞而致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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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不良习惯
可致输卵管炎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