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肥有利于
降低乳腺癌复发风险

������在产科门诊， 很多孕妇在做完彩
超后得知胎儿有 “脐带绕颈” 的情况
时， 就会非常紧张， 她们担心胎儿
“脖子被脐带缠绕几圈”， 会不会被勒
得喘不过气来甚至会发生危险呢？

事实上， 胎儿在孕妇的子宫里并
不会一直 “老老实实” 地待着， 而是
会淘气地动来动去， 尤其到了怀孕中
晚期， 胎儿甚至会在里面翻跟头。 如
此大的活动量， 很容易发生脐绕颈。

可胎儿都不 “傻” 啊， 如果觉得脖子
被勒得不舒服了， 就会慢慢地活动，
促使脐带从自己脖子上绕开。 即使暂
时没有绕开， 脐带绕颈对大部分胎儿
都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当然， 孕妇也可以采取以下措
施， 帮助胎儿尽早摆脱脐绕颈： 1.尽
量减少震动， 避免在颠簸的道路上坐
车。 2.多左侧卧休息， 以增加子宫胎
盘的血流量。 3.适当运动， 孕期可选

择散步、 游泳、 做孕妇体操等。
为防范异常情况的发生， 孕妇平

时要勤数胎动。 正常的胎动计数标准
为每 12小时大于 30次， 如果发现胎
动过多或过少， 就要及时去医院检
查。 倘若临分娩时脐绕颈的情况比较
严重， 胎儿出现心跳异常， 并存在宫
内缺氧的情况， 医生会采取措施， 必
要时会及时进行剖宫产终止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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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脐绕颈 大都不碍事

������生活中， 很多患有乳腺癌的
朋友在经过积极的治疗后可达到
临床治愈， 康复回家。 与此同时
医生总会强调， 康复后要注意随
访， 改善生活方式等， 来预防乳
腺癌复发。

想要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
患者在家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
我们来看一项研究。 研究的内容
是， 改善生活方式， 远离肥胖是
否能让乳腺癌患者提高无病生存
率。

研究者招募了 2292 名完成
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她们满足：
HER2/neu 阴性， 腋窝淋巴结转
移 （pN1-3） 或高危结节阴性 ，
所有人的 BMI 指数为 24~40 。

随后研究人员将这些女性被
随机分配为两组， 干预组基于电
话给予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干预计
划 （如改善饮食 、 增加运动量
等）， 旨在帮助她们在 2 年内减
肥； 对照组仅给予针对健康生活
方式的一般建议， 没有个性化的
生活方式干预计划。

结果发现， 在为期 2 年的随
访期结束时， 生活方式干预组的
患者体重平均减少了 1.0 千克，
而对照组的患者体重平均增加了
0.95 千克。 相比没有完成干预计
划的女性， 完成干预计划的女性
无病生存率高 35%， 相比对照组
仅接受建议的女性， 完成干预计
划的女性无病生存率高约 50%。

根据这项研究， 康复的乳腺
癌患者， 为降低复发风险， 要积
极控制体重。 可通过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如早睡早起、 少吃多
餐、 进食低糖低脂食物、 多吃蔬
菜水果、 增加运动量 （每周运动
3 次， 每次 30 分钟以上） 等方
法来减重， 控制肥胖发生， 降低
癌症复发。

邓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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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吐严重时要保证营养 早孕
期有些孕妈妊娠反应特别明显， 面
对满桌丰盛的菜肴却没有一点食
欲， 那种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
体会到。 因此提醒孕妈们一定要保
证充足的营养， 选择易消化不油腻
的食物， 少量多餐， 品种丰富， 如
新鲜蔬菜水果、 营养的汤汁、 易消
化的粥类等。 如果确实呕吐特别严
重， 应及早去医院就诊。

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的睡眠 节
日期间亲朋好友聚会多， 孕妇更要
安排好娱乐和休息时间的合理， 减
少应酬， 最好每天保证半小时到一
小时的午休。 尽量避免下厨久站，
或长时间聚会聊天， 更不宜久坐通
宵达旦打牌、 搓麻将， 这样容易阻
碍下肢静脉回流， 肌肉处于紧张状
态 ， 引发疲劳 ， 影响胎儿生长发
育， 更严重的会导致孕妇妊高症、
子痫， 引发流产甚至危及孕妇及胎
儿生命安全。

避免性生活以防流产 平时由
于工作忙碌等原因， 春节假期人处
于很放松的状态， 不少夫妻自然都
会享受美好的性生活 。 要提醒的
是， 处于早孕期的孕妇应尽量避免
性生活 ， 或者征求产科医生的建
议， 因为早孕期性生活容易诱发流
产。 另外， 如果在性生活后出现异
常状况， 如腹痛、 阴道出血等， 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不要有 “春节期
间到医院看病不吉利” 的想法。

选择适宜的休闲娱乐项目 早
孕期的女性应注意选择休闲娱乐项
目， 天气晴好时多到户外走走； 在
家看电视、 上网时应注意时间不宜

过长， 且多选择轻松愉快的节目，
少看情绪大起大落的影视剧。 收看
节目时最好采用半卧位， 背后垫一
个靠垫 ， 下肢抬高 ， 防止静脉曲
张。 尽量在晚上 10 点前就寝。

尽量少走亲访友四处奔波 春
节期间， 有些孕妈会随同家人进行
春节旅行或探亲访友。 早孕期的准
妈妈如在旅途中， 应该加倍照顾自
己的身体。 由于舟车劳顿， 时间上
的不可掌控性使得孕妇更容易饥饿，
可准备些小零食以备不时之需， 如
水果、 果仁、 芝士、 酸乳酪等。 长
途跋涉会造成孕妇脚踝小腿等处乏
力酸胀， 严重的会出现水肿症状，
建议孕妇如果是坐车旅行， 可以每
90 分钟停一次车， 站到车外轻轻伸
展小腿和双臂以缓解疲劳； 如果是
乘飞机， 可以用手按摩脚踝和小腿
肌肉， 或者将小腿抬高， 以缓解肢
体疲劳， 促进血液循环。

及时排空膀胱忌久坐憋尿 早
孕期子宫开始增大， 会压迫膀胱导
致尿频， 准妈妈在家休息或在旅行
中， 需要避免久坐和憋尿， 长时间
的憋尿对自身和胎儿都会有不良的
影响， 可能引发妇科炎症、 泌尿系
统炎症及下肢静脉曲张等并发症。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
主任医师 邓敏端

������临床上有些女性进行过输卵
管检查， 检查结果常有 “通畅”
或 “阻塞” 的表述， 那是不是结
果显示 “通畅 ” 就可以自然怀
孕 ， “阻塞 ” 就只能手术治疗
呢？ 其实不一定。

首先， 目前输卵管检查手段
都只能判断输卵管的通畅度， 对
输卵管捡拾卵子、 协助精卵的结
合和受精卵移动至宫腔着床功能
的评估还没有有效检查手段。 因
此， 即使放射诊断为 “通畅” 的
输卵管， 也需要医生综合评估其
功能有无异常， 以免女性自身对
结果的理解有误而错过了怀孕的
时机。

其次， 输卵管造影和通液一
样仅仅是一种检查手段， 不能过
分夸大其对输卵管的疏通作用。

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阻
塞的输卵管都能进行手术治疗。
输卵管整形术包括输卵管伞端造
口术、 输卵管伞端成形术、 输卵
管吻合术、 盆腔粘连分离术等，
都有严格适应证。 若仅是输卵管
伞端粘连而未破坏管腔内的黏膜
组织， 这类患者的输卵管伞端成
形术以及盆腔粘连分离术后妊娠
率高， 异位妊娠率低， 而输卵管
伞端积水的患者术后妊娠率明显
低于仅有远端阻塞而无积水的患
者。 另外， 中段阻塞的因术后妊
娠率低， 异位妊娠率高， 一般不
主张手术修复， 多建议试管婴儿
治疗。

临床研究发现， 随着不孕时
间延长， 输卵管黏膜的损伤会不
断加剧， 因此， 针对不孕年限较
长的患者建议其首选试管婴儿而
非输卵管微创手术。
湖南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周丽媛

输卵管通畅
不一定能自然受孕

喜上加喜
孕妈妈过年悠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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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将来临， 在这个

喜庆的日子里， 如果又刚好怀孕
了， 那真是“喜上加喜”。 而节日期

间有大扫除、 置办年货、 准备年夜饭、
走亲访友、 团圆聚餐， 可能还有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因此， 刚刚怀孕的女
性生活起居再不能像以往那么

“任性”， 特别要注意以下
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