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女士想再生一个小孩， 她
取掉避孕环后选择迅速受孕， 但
怀上孩子没多久就发生了流产，
丰女士很不解， 来到医院咨询。

出现丰女士这种状况的罪魁
祸首其实是宫腔粘连 。 宫腔粘连
会使精子难以与卵子结合 ， 孕期
无法着床和发育 。 有的虽然可以
怀孕 ， 但也以流产而告终 。 由于
女性多选择放置避孕环的避孕方
式 ， 这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宫腔粘
连或者内膜瘢痕化 。 由于子宫内
膜与肌层的过度创伤 ， 特别是合
并感染使子宫腔或宫颈管发生粘
连 。 根据粘连的部位 、 程度及面

积的不同 ， 临床表现各种各样 ，
如闭经 、 月经过少 、 痛经 、 反复
流产及不孕等 ， 部分患者还伴有
周期性的下腹疼痛 。 据统计 ， 子
宫内粘连症患者中约 50%有继发
性不孕或习惯性流产的病史 ， 另
有报道在不孕症患者中 ， 官腔粘
连的检出率为 20%。

因此提醒 ， 适龄女性一直没
能受孕 ， 或怀孕后反复流产 ， 而
恰巧子宫内膜曾经受过伤害 ， 尽
早就医检查宫腔， 以便明确诊断，
进行下一步治疗 。 另外 ， 备孕二
胎的女性应重视宫腔检查。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莉

再生育前先查宫腔

������产后抑郁症是指女性于产
褥期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或典
型的抑郁发作， 与产后心绪不
宁和产后精神病同属产褥期精
神综合征 。 产后抑郁很常见 ，
产妇所处的环境由二人世界一
下子变成三口之家， 以前自己
是重点保护对象， 生完孩子后，
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孩子身
上， 由于新妈妈一时角色转换
不过来， 就会表现出不愿意逗
孩子 、 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 、
情绪莫名低落， 这都是产后抑
郁的表现。

某产科咨询门诊每天约接
诊 30 个产妇及家属， 其中产妇
80%是产后抑郁， 还有个别是多
疑、 幻觉 、 躁狂等症状 。 而生
产的疼痛、 内分泌变化 、 体液
流失 ， 都是产后抑郁的原因 。
有调查表明， 分娩后的第一周，
50%～75%的女性会出现轻度抑
郁。

家属要多关心产妇， 如果产
妇觉得生活没意思， 对家属不
亲近， 甚至有悲观厌世的想法，
持续时间超过 2 周 ， 没有好转
的迹象， 家属就要注意了 ， 应
及早让产妇在专科医生的指导
下进行治疗， 该症及时发现后
经治疗， 效果还是很好的。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东区产科
主任医师 徐金娥

产后心情总不好
最好看医生

卵巢癌是临床常见妇科肿瘤
之一， 也是最致命的妇科恶性肿
瘤 。 由于缺少有效的筛选方案 ，
且早期患者无特异性症状， 70%以
上病例就诊时已为晚期。

卵巢癌防治关键是基因检测
和精准医疗。 卵巢癌是一个隐形
杀手， 目前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单纯的妇科检查不太容易发现 。
女性卵巢癌的发病几率和家族遗
传有密切关联， 70%的卵巢癌发生
在 50~60 岁围绝经期的女性， 因此
一定要提高警惕。 虽然手术技术和
传统化疗均有改进， 但卵巢癌晚期
患者长期生存率不超过 20%。

提早预防可极大地降低患者的
痛苦和医疗负担， 提升生活质量。
50 岁以上的女性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 可以查查基因， 如果不携带这
一基因 ， 患卵巢癌的概率将不到
1.4%。 有家族成员患上乳癌、 卵巢
癌等的属高危人群， 建议接受检查，
明确为高危人群的女性， 可提早防
患于未然。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向阳

做基因筛查
可明确卵巢癌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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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催乳记住三点

第一是催乳时遵循三揉一推的
原则， 即用大拇指指面轻柔乳房 3
次， 再从边缘往乳头方向轻推乳房
1 次。

第二是催乳时间不能超过 30

分钟， 以免伤害乳腺管。
第三是尽量让宝宝多吸吮， 宝

宝吸吮才是最好的催乳师。

防乳腺炎避免三误区

误区一： 宝宝饿了才喂奶 如
果宝宝睡不醒或还不饿， 很多妈妈

即使乳房胀了也不让宝宝吸吮。 而
正确的做法是乳房胀了就要尝试让
宝宝吸吮， 或及时将母乳排空， 不
要长时间胀奶。 同时避免只给宝宝
吸吮一侧的乳房， 导致另一侧因胀
奶出现硬块。

误区二： 热敷催乳越热越好
有人认为热敷有利于催乳和缓解乳
块肿痛， 而且温度越热越好。 但实
际上 ， 温度过高容易导致乳房红
肿 、 疼痛加重 ， 甚至出现局部烫
伤。 正确的热敷应该是温度不超过
45℃， 每侧乳房每次敷 6~8 分钟。

误区三： 多吃高蛋白食物 很
多人习惯劝哺乳期妈妈们多喝高汤
多吃高蛋白食物以补充营养 ， 其
实， 多喝高汤会增加尿量， 反而使
乳汁量减少； 而高蛋白食物吃多了
会使乳汁变稠， 增加乳腺堵塞的可
能性。

浙江省中医院助产士
徐彩飞

一些女性迟迟不愿意进行妇
科检查， 甚至在妇检进行中显得
紧张， 与医生配合不好， 一方面
是因为害羞， 另一方面是因为对
妇科检查不太了解， 认为妇科检
查过程繁琐、 痛苦， 还会对身体
造成伤害。 其实， 妇科检查很简
单， 而且没有痛苦， 更不会对女
性身体造成伤害。

目前， 比较常规的妇科检查
项目包括医生内诊、 白带常规检
查、 外阴检查、 阴道检查、 盆腔
超声检查、 宫颈排癌筛查等。 医
生通常先进行外阴检查， 查看有
无炎症、 有无赘生物如尖锐湿疣
等疾病。 外阴检查后为阴道检
查， 查看有无阴道畸形、 阴道炎
症、 白带异常等。 宫颈检查则用
来排除宫颈病变。 有过性生活的
女性， 医生一般会建议至少一年
进行一次宫颈检查以预防肿瘤。
为了查看子宫、 卵巢、 输卵管的
大小、 形态 、 位置及有无包块
等， 还可以配合进行超声检查。

检查时大家要尽量放松， 若
过于紧张、 恐惧， 会使腹直肌紧
张， 影响检查的准确性。

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 刘华放

������肛肠疾病的排除和筛查 ，
对准备要孩子的女性来说是非
常必要的。 在门诊会发现不少
孕妇， 怀孕期间并发各种肛肠
疾病， 治疗不敢过多用药， 不
治疗痛苦不堪， 医生、 患者都
很被动 。 因此， 建议备孕女性
应注意以下几点：

1. 做一次肛肠体检 ， 排除
肛肠疾病。

2. 如果平时有痔疮不太严
重， 应当注意局部卫生， 避免
辛辣、 刺激性食物， 防止痔疮
进一步增大。 如果痔疮比较严
重， 必要时应先做手术切除。

3. 如果平时有肛门裂痛等
肛裂症状， 先行用药或调整饮
食， 首先保持大便通畅， 然后
在医生指导下外用一些药物 ，
争取肛裂自行愈合。 如果肛裂
症状严重或发作频繁， 应当先
做手术处理。

4. 有习惯性便秘的女性 ，
应当通过药物、 饮食、 习惯培
养等多途径养成定时排便的良
好习惯 ， 防止怀孕后出现便秘
却难以处理。

5. 有其他肛肠疾病 ， 也应
当在医生指导下妥善处理。

由于怀孕期间腹压增高明
显， 腹腔及肛周静脉系统血液
回流受到明显影响， 肛肠疾病
成为孕期常见疾病之一， 痔疮
肿痛 、 肛裂疼痛 、 便秘不适 ，
都会给孕期带来痛苦 ， 所以 ，
再次提醒准备要孩子的女性 ，
一定要护好肛肠。

江苏省中医院肛肠科 陈玉根

妇检时放松
结果更准确

催乳不当 小心乳腺炎
桃桃哺乳两个月时

感觉乳房胀痛， 并且有
硬块， 皮肤上能看见一
条条红血丝， 医生检查
后发现她是患了急性乳
腺炎， 原因是催乳不当，
乳腺管破损导致了急性
乳腺炎。 经医生采取局
部热敷、 交替按摩、 挤
奶、 穴位按摩以及疏通
经络等方法处理后， 桃
桃的疼痛明显减轻， 排
乳也变得通畅了。

备孕查肛肠
孕期更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