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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准妈妈们讲讲孕产经
专刊记者 王伟 通讯员 王婧

常玩微博要多吃木瓜

走路、坐车以及躺在床上时看
手机微博，对眼睛伤害很大。长时
间用眼就容易造成视疲劳，补充抗
氧化剂比较好。一些食物可以对抗
眼睛疲劳，还能帮助明目养神，让
你的眼睛更明亮，木瓜能有效地缓
解眼疲劳、干眼症。

木瓜富含 1 7种以上氨基酸
及钙、铁等，还含有木瓜蛋白酶、
番木瓜碱等。半个中等大小的木
瓜足供成人整天所需的维生素
C。木瓜在中国素有“万寿果”之
称，顾名思义，多吃可延年益寿。
木瓜性温味酸，平肝和胃，舒筋
络，活筋骨，降血压。木瓜的果实
富含 1 7 种以上氨基酸及钙、铁
等，还含有木瓜蛋白酶、番木瓜
碱等。尤其是其中维生素C的含
量非常高，是苹果的 4 8倍。除此
之外，木瓜能均衡、强化青少年
和孕妇妊娠期的荷尔蒙的生理
代谢平衡，润肤养颜。

A型血的人与脑血管病较有缘

有研究发现，A型的朋友忍
耐力较强，平时不常生病，但与
脑血管疾病较有缘，尤其是脑梗
塞病人，是各种血型之首。这是
因为A型血对血液黏稠度升高有
较大的易感染性，而血液黏稠度
升高则是脑梗塞的重要发病因
素之一。偏头痛病患者中，A型血
的血小板黏附率也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

此外，A型血的人较易患中
风、癌症等多种致命性疾病。有临
床资料统计发现，1/3的癌症病人
是A型血，A型血的人常易患的癌
症有肉瘤、胃癌、舌癌、食道癌等。
特别是胃癌，A型血者明显居多，
且病变多发生在胃部，因此A型血
的人，如有上腹痛、饱胀不适、消
瘦、食欲减退、呕吐、便血等症状，
尤其是萎缩性胃炎者，应及早就医
诊治。

老人常咳嗽按天突穴

寒冷常为慢性支气管炎发
作的重要原因和诱因，因此慢性
支气管炎发病及急性加重常见
于冬天寒冷季节，尤其是在气候
突然变化时。中医学认为，支气
管炎多数由于风寒或风热，使肺
气闭塞、宿降失常而致气喘轻者
活动气短，重者喘息不能平卧。
如果阵阵咳嗽不止，感到有痰堵
塞在喉部不易咳出，或者感到气
短不能平卧，可按压天突穴，天
突穴常用来治疗支气管炎、支气
管哮喘，它位于胸骨上窝中央。
拇指垂直于胸部按压，以出现酸
胀感为宜。每次按压要持续几秒
钟，按压 1 0— 2 0次，可以起到镇
咳平喘的作用。如果出现呼吸不
畅、胸闷，可以用拍打按摩法，两
手交替摩擦、胸部、拍打背部，由
上至下，由外至内。揉搓或拍打
用力不可过大。

新血检更快诊断心脏病

据美国《医学协会》期刊近日
报道，一种更灵敏、省时的肌钙蛋
白测试可在3小时内准确判断人们
是否患有心脏病，而现有测试12—
16小时才能判断。肌钙蛋白是一种
当心脏肌肉被破坏后释放到血液
中的物体，可以判断是否会心脏病
发作。损伤越多，血液中肌钙蛋白
也越多。以德国汉堡大学心脏中心
的凯勒博士为首的研究人员，通过
把新高度敏感的肌钙蛋白测试和
其他的血液测试对比发现，肌钙蛋
白试验比其他生物标志物的判断
时间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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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胎教“制造”天才宝宝

孕期孕妈咪同时担负着两
个生命的新陈代谢和情绪起伏，
实在不是件很轻松的事。而保持
愉悦的心情则是对宝宝最好的
胎教。胎儿期，如果母亲心情舒
畅，孩子在儿童心理发展的情
感、个性、智慧和能力等方面就
是良好的。出生后宝宝的直觉
力、想象力、空间感、创造力都比
较好。

胎教时情商重要于智商

胎教与未来的幼儿教育一

样，不但要灌输知识，还要培养
宝宝在未来人生中的一种健康
心态。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长得像明星一样漂亮，就天天看
明星照；有的则每天听故事；还
有的天天不离古典音乐。对宝宝
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外语语感
养成、记忆力培养等胎教，在妈
妈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并没
有什么不好。但是，对于大多数
年轻的现代家长而言，两人平时
都要忙于工作，因此，不必刻意
花时间进行专门的胎教，只要在
平时的生活中保持平和愉悦的
心态就好。伴侣双方要配合，给

肚子里的宝宝创造一个良好的
氛围，让宝宝生活在充满爱与信
任的世界里。建议年轻的准妈
妈、准爸爸们，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尽量多地创造两人与腹中宝
宝在一起的时间，多和宝宝说说
话，告诉他你们有多爱他。你们
一起讨论开心的话题时不妨也
让宝宝加入进来。

智育体育基于食育

我们的传统教育是“德育、
智育、体育”，而先进国家的育儿
教育中又增加了“食育”。通过吃
什么、怎么吃来培养宝宝在成长

过程中的良好饮食习惯(对食品
的正确的口感、饮食的习惯和礼
节等等)。智育体育的培养要以
食育为基础。而妈妈吃什么，则
影响了宝宝的生命体质与个性。

月有圆缺，食有阴阳。在食
物中，肉类和油性大的食品是阳
性的，多吃会使宝宝将来的脾气
暴躁、没有耐性，容易出现油性
皮肤。而水果多属阴性，多吃会
使小孩子将来的个性腼腆、做事
不积极、皮肤无光泽、长大后容
易手脚发寒。所以，准妈妈在孕
育宝宝时就要先从饮食的中庸
平衡做起。

1月8日，记者在烟台毓璜顶
医院产科门诊看到等候检查的
孕妇很多，在产科病房连走廊上
也摆满了床位，甚至还有的打起
了地铺。

记者在该院产科办公室，见
到了产Ⅱ科主任刘志芬。刚下手
术台的刘志芬带着一脸疲惫地

说：“近几年，新生儿出生率呈现
递增的趋势，统计显示，我们医院
曾在2010年虎年出现了小高峰，估
计2012年龙年的出生数还有可能
超过2010年。现临近春节，也有其
他医院转院来我们医院，导致产
前检查和住院的产妇人数都有所
增加。病房的80张床位根本满足

不了需求，所以又在走廊里加了
52张床位。平时每天能有10个左右
的婴儿出生，现在最多时一天能
有25个左右婴儿出生。”

对于龙年即将会出现的生
育扎堆现象，刘志芬建议大家千
万不要刻意追求属相，最好顺其
自然。如果人为地提前或拖后孩

子的出生时间，一味地挑吉日、
选时辰，这都会影响孩子和母亲
的身体健康。“对于产妇和婴儿
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话，没有并发
症，我们主张产妇能自然分娩最
好。自然分娩的产妇也可根据自
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选择无痛
分娩。”刘志芬说。

每每位位准准妈妈妈妈最最关关心心的的问问题题莫莫过过
于于宫宫内内宝宝宝宝是是否否健健康康。。在在孩孩子子未未出出
世世前前，，准准妈妈妈妈们们都都或或多多或或少少的的存存在在
这这方方面面的的担担忧忧，，产产前前检检查查显显得得尤尤为为
重重要要。。为为此此，，我我们们就就有有关关问问题题采采访访了了
烟烟台台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产产ⅠⅠ科科主主任任徐徐爱爱群群
博博士士。。徐徐爱爱群群介介绍绍：：““为为了了降降低低新新生生
儿儿出出生生缺缺陷陷率率，，临临床床中中常常采采用用产产前前
筛筛查查结结合合产产前前诊诊断断的的办办法法，，最最常常用用
的的产产前前筛筛查查就就是是妊妊娠娠中中期期进进行行的的唐唐
氏氏筛筛查查。。目目前前来来看看，，先先天天性性心心脏脏病病在在
烟烟台台地地区区新新生生儿儿缺缺陷陷中中占占得得比比例例最最
高高。。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是是最最为为常常见见的的染染色色
体体病病之之一一。。””

徐徐爱爱群群说说，，一一些些孕孕妇妇希希望望通通过过妊妊
娠娠中中期期的的三三维维超超声声来来明明确确是是否否怀怀有有
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的的胎胎儿儿，，这这是是个个误误区区，，目目
前前医医疗疗水水平平还还无无法法通通过过产产前前超超声声明明
确确胎胎儿儿智智力力变变化化。。徐徐爱爱群群又又进进一一步步解解
释释唐唐氏氏筛筛查查报报告告单单说说：：““报报告告单单中中根根
据据孕孕妇妇的的年年龄龄、、AAFFPP、、hhCCGG和和uuEE33综综合合
计计算算出出一一个个风风险险概概率率，，以以11：：nn表表示示，，此此
数数值值的的含含义义是是出出生生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患患儿儿
存存在在11//nn的的可可能能性性；；此此数数值值与与一一预预先先
设设定定的的风风险险阈阈值值去去比比较较后后，，分分为为高高风风
险险和和低低风风险险两两种种。。对对于于低低风风险险的的孕孕妇妇
可可认认为为患患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患患儿儿的的风风险险很很
低低，，无无需需进进一一步步产产前前诊诊断断去去确确诊诊，，但但
并并非非是是不不患患有有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

若若高高风风险险孕孕妇妇需需进进一一步步进进行行产产
前前诊诊断断以以明明确确是是否否为为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胎胎
儿儿。。不不过过，，需需强强调调的的是是产产前前筛筛查查不不是是
确确诊诊试试验验，，筛筛查查结结果果高高危危只只是是意意味味着着
患患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风风险险的的升升高高，，并并非非确确诊诊
此此次次胎胎儿儿就就是是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患患儿儿。。对对于于
唐唐氏氏筛筛查查高高风风险险的的孕孕妇妇通通常常需需进进行行
羊羊膜膜腔腔穿穿刺刺术术以以进进一一步步明明确确胎胎儿儿是是
否否为为唐唐氏氏综综合合征征患患儿儿。。在在超超声声引引导导下下
穿穿刺刺并并发发症症较较少少见见，，风风险险低低。。徐徐爱爱群群
表表示示，，只只有有经经唐唐氏氏筛筛查查和和羊羊膜膜腔腔穿穿刺刺
术术后后，，才才能能明明确确宫宫内内胎胎儿儿是是否否患患有有遗遗
传传性性染染色色体体疾疾病病，，从从而而达达到到有有效效防防治治
出出生生缺缺陷陷的的目目的的。。

特邀嘉宾：徐爱群
徐爱群，产Ⅰ科主任，妇产科

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博士
后。2004年～2007年攻读于四川大

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妇产科专业，
获临床医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
妇产科临床工作，熟练处理妇产
科各种常见疾病和各种手术操
作；擅长高危妊娠的诊治，尤其是
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预防、
诊断、处理；擅长产前遗传咨询、
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胜任各种
产前诊断临床操作，熟练掌握细
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实验室
检测；还擅长产科疑难危急重症
的抢救，对于孕期保健、围生期保
健以及流产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共发表论文27篇。

坐诊时间：周二全天。

““春春节节马马上上就就要要来来临临了了，，首首先先
提提醒醒准准妈妈妈妈不不要要暴暴饮饮暴暴食食，，注注意意
合合理理均均衡衡地地饮饮食食，，还还要要适适度度的的运运
动动，，不不要要过过长长时时间间地地久久坐坐看看电电视视、、
打打牌牌等等。。””刘刘志志芬芬这这样样提提醒醒港港城城的的
准准妈妈妈妈们们。。

““整整个个孕孕期期过过程程中中应应均均衡衡营营
养养，，保保证证蛋蛋白白质质、、脂脂肪肪、、碳碳水水化化合合
物物、、矿矿物物质质等等全全面面的的摄摄入入，，每每天天吃吃
一一些些新新鲜鲜的的蔬蔬菜菜水水果果以以补补充充充充足足
的的维维生生素素，，做做到到不不挑挑食食、、不不偏偏食食，，
让让胎胎儿儿正正常常生生长长发发育育。。””刘刘志志芬芬
说说，，各各阶阶段段分分别别摄摄取取的的营营养养不不同同，，
孕孕早早期期((00～～33月月))：：不不少少孕孕妈妈妈妈在在这这
一一时时期期会会有有早早孕孕反反应应，，在在饮饮食食上上
需需多多样样化化。。反反应应厉厉害害的的孕孕妇妇，，可可能能
会会出出现现代代谢谢性性酸酸中中毒毒现现象象，，可可到到
医医院院进进行行静静脉脉注注射射。。孕孕中中期期((44～～66

月月))：：这这一一时时期期，，孕孕妇妇妊妊娠娠反反应应基基
本本消消失失，，胎胎儿儿发发育育加加快快，，食食物物品品种种
应应更更加加多多样样化化。。要要多多食食用用肉肉、、鱼鱼、、
牛牛奶奶等等蛋蛋白白质质含含量量丰丰富富的的食食物物，，
奶奶酪酪、、虾虾皮皮、、海海带带等等含含钙钙的的食食物物，，
含含有有铁铁、、锌锌、、维维生生素素等等食食物物最最好好是是
每每周周进进食食11～～22次次。。在在这这个个阶阶段段，，孕孕
妇妇需需要要及及时时补补钙钙，，可可经经常常炖炖猪猪骨骨
头头汤汤喝喝，，如如出出现现小小腿腿抽抽筋筋的的现现象象，，
还还得得适适当当服服用用一一些些钙钙剂剂。。孕孕后后期期
((77个个月月以以后后))：：这这一一时时期期是是胎胎儿儿生生
长长发发育育最最迅迅速速的的时时期期，，也也是是胎胎儿儿
大大脑脑细细胞胞增增殖殖最最快快的的时时期期。。这这时时
孕孕妇妇应应多多吃吃杏杏仁仁、、核核桃桃、、芝芝麻麻等等健健
脑脑的的食食物物，，此此阶阶段段对对叶叶酸酸、、铁铁、、钙钙、、
锌锌等等微微量量元元素素的的需需求求量量大大，，可可适适
当当补补充充海海带带、、紫紫菜菜等等含含碘碘的的食食物物。。

此此外外，，刘刘志志芬芬还还提提醒醒由由于于77个个
月月以以后后孕孕妇妇易易出出现现水水肿肿，，饮饮食食上上
应应控控制制盐盐的的摄摄入入量量，，下下肢肢浮浮肿肿者者
明明显显的的，，应应避避免免吃吃含含盐盐量量高高的的食食
物物。。

特邀嘉宾：刘志芬
刘志芬,主任医师、教授、产

Ⅱ科主任。1983年毕业于山东
医科大学医学系。对于妇产科

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有丰
富的经验；熟悉妇产科生理、
病理相关内容；熟悉早孕、中
孕、晚孕及产褥期孕产妇管
理、保健，流产的诊治，以及相
关病理状态的诊断、处理等；
尤其是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的诊治均有深入研究；熟
悉孕期产前筛查以及产前诊断
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熟悉
产科各种手术操作；及常见遗
传性疾病的遗传咨询及诊断。
发表论文20余篇、论著1篇、完
成科研多项。

坐诊时间：周一全天

话题二：产前诊断要做好话题一：怎样加强孕期营养

2012年是龙年，
不少人想赶上这班

“龙宝宝”列车。在
此，产科专家提醒准
妈妈们，想要生一个
健康聪明的宝宝，那
么就要做好孕期营
养和产前检查，生一
个健康优质的龙宝
宝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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