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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帅

从求学到正式进入医疗行业，已
经将近10年，但这些年中有一位患者
让我久久难忘。在攻读研究生时，我
与她相遇在病房，那时的她已经怀孕
60天，正在每天打针输液的煎熬中等
待孩子的慢慢成长，之前她已经有过
三次胚胎停育史，而这次最终的结果
还是孕90天胚胎停育。看得出来，她
很绝望。

就这样又坚持了 3年的时间，
其间她也怀过两次，每次都是无疾
而终。她是一个不甘心的人，一直
在锻炼身体调理内膜。

2013年的3月令人振奋的消息
再一次传来，她又怀孕了，已经90天
了，经历了打针的痛苦，揪心的抽
血B超，好在孩子已经挺过了最艰
难的头三个月。

正当大家都松一口气的时候，
她出现了牙龈肿痛，舌根疼痛等症
状，严重得甚至无法进食，当大部
分人都以为是孕期反应的时候，她
被确诊为舌癌。

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多年
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没想到命运
又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在生命的面
前，她选择了退步，孕四个月引产
之后接着做手术，切除全部病灶。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我们所在
的科室虽然极少见证生离死别，但
每对来到这里的夫妻，能够成功受
孕并保住孩子，对不少患者来说，
这仍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有这样一对夫妇，男方因为工
作缘故长期跟随公司在外驻扎，女
方在济独自备孕。按照他们的情
况，需要做试管婴儿。在常规要有
家属陪伴的试管婴儿移植日，她独
自一人承担着全部的压力，并要记
住很多的医嘱。当日护士交代的最
重要的一句话“剩余胚胎 0枚”，她
并没有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曲
折，第一次移植并没有成功，夫妇
双方再次走到我的面前，当面对剩
余 0枚冻胚的事实，我看到他们眼
中的泪水已经在打转。

要个孩子太不容易了，况且还
是在两地分居、女方独自承受巨大
压力的情况下。无论他们对于彼此
感情的坚持，还是对于生活工作的
努力，这对夫妇都让我由衷敬佩。
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第二次试
管婴儿周期移植后30天孩子发育得
非常棒，期待一步步终成正果。

对于每一对不孕症患者来说，
备孕前每个月的准备，每一次排
卵，都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习惯性
流产的患者，怀孕后的每一次抽
血，每一次B超检测，每一次听胎
心，甚至于每一次计数胎动，对于
她们来说都辗转难眠。对于胚胎停
育的患者，孕110天的唐氏筛查，孕4

个月的初步排除畸形的B超，孕7个
月的心脏彩超，以至于后期的每个
月一次的B超，对于她们来说都步
履维艰。

这些仅是数千万不孕症患者
中的缩影，她们要孩子的心情是如
此急切，是一群心理的痛苦要远远
大于身体的痛苦的特殊患者。她们
中有如祥林嫂般哭诉者，有心情极
度抑郁者，也有视孩子为生活的全
部者，她们或多或少都承受着来自
家人朋友的压力，她们的病因错综
复杂，但她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
问题——— 心理问题。

作为一名生殖专业的医生，很多
时候只能看着她们在煎熬着经历一
个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而我能做的只
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所学去为她
们服务，希望不负所托。

（作者系山东省中医院中西医结
合生殖与遗传中心医生）

“奢侈”的孕育

英国《每日邮报》新近报道，科研人员发现，购物有助于应对
心理压力，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和物质主义思想有关联。研
究发现，面对致命威胁，那些具有极高的物质欲望的人会遭受更
大程度的创伤后压力，强迫性冲动购物的倾向也增强了。“当形
势变得糟糕时，物质主义者就会去购物。而这种强迫性冲动消费
可能会产生更大压力，并降低幸福感。从本质上说，物质主义者
会让本来已经糟糕的事变得更糟。”

购物可缓解恐怖情绪

□薇杨

忍不住了就跑到

厕所里哭一场

我们家是一个比较特
殊但又无比和睦的家庭。父
母小时因疾病而失去了听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当时也分别带
着他们北上南下东奔西走，
终究也没能治好。自打妈妈
进了我们家的门，爷爷奶奶
就把她当亲生女儿一般看
待。我降临人世后，在这样
的五口之家长大，觉得无比
幸福。

如今我年近而立，工作
不错，感情称心，也了了爷
爷奶奶的一大心事。

可天总是不遂人愿。去
年夏天，我某天早晨从外地
回到家中，意外得知妈妈已
经住进了医院，当天上午就
要手术……赶到医院，妈妈
已经进手术室了。家人一边
安慰我说没事儿，一边断断
续续地跟我说了下过程。原
来，妈妈最近老便秘，奶奶
就带着妈妈去医院检查，这
才发现体内长有肿瘤。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
大夫叫家属过去，一个袋里
装着切下来的东西。我看了
一眼就懵了，不敢再看。天
哪，怎么能长这么大我们居
然都不知道！大夫很快就拿
走了，说要去化验。我又痛
苦又自责，极力忍着眼泪。
又过了一会儿，大夫又让家
属过 去 ，又 切 下 来 一 包 东
西，说是为了安全起见把周
边的一些东西也切掉了。我
的肩膀开始颤抖，婶婶牢牢
握 着 我 的手。又 等 了 一 会
儿，主刀大夫出来跟我们说
手术已完成，很顺利，要等
妈妈醒过来再推出来。

从进手术室到出来总
共三个半小时左右，对我来
说却无比漫长。总算见到妈
妈了。她面色苍白，神志还
不是特别清醒。妈妈看到我
就笑了，伸手摸摸我的脸。
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妈妈
比划着让我回去睡觉。在病
房里得用监护，妈妈还插着
导尿管、引流管等等，看着
我就觉得心里难受。接下来
的几天就是慢慢恢复等待
化验结果，这是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

我几乎天天跑医生办
公室去问，大夫说是恶性的
但情况可能不是太糟。我一
听恶性的就快崩溃了。过了
五六天化验报告才出来，卵
巢肿物竟然有17x17cm那么
大！我简直无法想象它怎能
在体内长这么大。还好恶性
程度不高，是高分化型的，
而且输卵管、阑尾组织、大
网膜等处均未查见肿瘤。

医生说这属于恶性肿
瘤中最轻的了。但医生还是
建议做化疗，会诊的结果也
同样如此……我在医院里
和家里都得强装笑颜，不能
让大家再为我担心，实在忍
不住了就跑到厕所里去哭
一下。我心疼妈妈遭那么大
罪，更多的是自责。我后悔
为什么以前没有给妈妈做
过体检，我后悔不该在这时
候出去以致妈妈进手术室
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幸好
有我们这团结互助的亲人
帮我和爸爸照顾妈妈，甚至
连平时走动不太多的亲戚
也 经 常 过 来 帮 忙 。有 他 们
在 ，我 觉 得 心 里 踏实了 很
多，也温暖了很多。

为了爱，快乐而

有尊严地生活

刚转到肿瘤科的那天，

我就感觉这里的气氛太压
抑了，很多病人都掉光了头
发，走在走廊里都能时不时
听到有人呕吐的声音。那一
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和
奶奶商量该怎么哄着妈妈
坚持完这几个疗程的化疗。
爸爸对妈妈更是细心体贴
关怀备至。

有一次在病房里，妈妈
有点不太高兴，爸爸就在妈
妈脸蛋上亲了一下，回过头
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妈妈
笑了，病友们也被逗笑了。
为了避免药剂对血管的损
伤，大夫说最好在胳膊上埋
管。虽然跟妈妈解释了，但
她可能还是理解不了，在埋
管快结束的时候她因为紧
张过度而窒息，我吓得魂飞
魄散，还好埋管是成功的。
说实话，看着那长长的细管
从臂弯深入到锁骨，我都会
不寒而栗，更何况妈妈呢。

打针，止吐，测白细胞，
掉头发，做完一个疗程，回
家恢复几天，刚能吃下饭，
就又要去医院接受下一个
疗程的治疗了。这实在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妈妈动手术
的时候距离我的婚期就只
有小半年时间了。化疗进行
时我一度想放弃婚礼只领

证就完了。但我家人坚决不
同意。他们是觉得这是我的
终 身 大事，一 辈 子 就 这 一
次，不想让我因为妈妈的病
而留下遗憾。又有人说冲冲
喜也好。虽然我也不信冲喜
这一说，但宝贝女儿的婚礼
也是妈妈所期盼的，而且算
算时间我结婚的时候妈妈
化疗已经结束并恢复一小
段时间 了 ，也是可 以 参 加
的，咬咬牙吧，两件事都不
能耽误。有这么多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再难，也总算是
挺过来了。

妈妈治疗结束已将近一
年了，平时生活也和以前差
不多了。有人说死亡的癌症
患者中，有1/3是被吓死的，1/
3是用药过度病人无法耐受
而死，还有1/3才是治疗无效
而死。我个人认为这是有一
定道理的。只要我们满怀对
生活的希望，从家人、朋友、
病友、医护人员身上汲取向
上的力量，积极配合治疗，就
一定能战胜病魔的！就算是
病情严重，现有的医学技术
还解决不了，我们也要在最
后的日子里快乐而有尊严地
活着。我相信我妈妈这样一
个聋哑人能做到的，其他人
也能做得到！

医人说医病榻札记

征稿

本期主持 李钢

问：一年前父亲突然去
世，一家人非常伤心，受伤最
严重的是母亲。在一个月的时
间里，我明显感觉到母亲的头
发突然变白，从发根上开始
渐变，尤其是额头前面几乎
全白。母亲本不到白发苍苍
的年纪，只是因为压力太大。
在外工作的我，每次回家看
到母亲顶着一头银发，心疼
得会偷偷哭泣，恨自己无法
在身边照顾她安慰她。为了
隐瞒我，讨厌染发的母亲每
次会在我回家前去染头发，
只是为了让我心里好受点。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白
头发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中医

科周霞：产生白头发的原因
现在尚未全部搞清楚，在中
医上一般认为，白发的发生
是因精虚血弱、血热偏盛、肝
郁脾湿等。目前要将白发完
全变回黑发还没有完全有效
的方法，但可以通过中医的
一些方法调理。

至于您提到的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与心理压力等心理
波动有关，应该积极减轻老人
的心理压力。子女应多与老人
交流，引导老人参与一些集体
活动，转移老人的注意力，让
老人尽快从伤心中走出来。

山大二院心理咨询科郭
公社：如果老人的心理状态
波动太大，可以到心理门诊
进行咨询，看看老人是否存
在过度焦虑等心理障碍，以

免情况加剧。若情况严重，可
以用点药物进行调理。此外，
应考虑适当加强营养。平常
可以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豆
类、蔬菜、瓜果、杂粮，全面摄
取生成黑发的营养素，可以
防治白发。

问：孩子在医院抽血检查
后，回到家后，感觉扎针点痒
得慌就用手挠了几下，结果
意外发现扎针点周围起了一
圈小红疙瘩。后来倒是很快
就消了，这是怎么回事？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急诊科主任叶冰：一般抽血
后，若没有给予足够时间的
按压止血或者按压不当，可
能会出现皮下出血的情况，
这时一般会出现淤青的情

况。此时，无需担心，一般过
几天就可以吸收，但出现红
点的情况倒不多见。

抽血后，针孔附近皮肤出
现红点有几种可能。一是扎止
血带，造成静脉压增高，从血
管壁透出一些血液，这样形成
的皮疹是一些小红点，此时无
需担心，几天后就可以吸收。

此外还有可能是出现了
轻微的感染，与抽血时的消
毒、抽血后是否碰触了导致针
口污染的东西有关。此种情况
也无需过分紧张，可以采取热
敷，配合用一点外用抗感染药
物，一般会很快消失。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短时
未消，最好到医院让医生看一
下，以便确认到底是什么原
因，是否存在其他病因等。

我我们们帮帮你你问问

《病榻札记》：讲出您的医疗故事，帮助更多的人们从中有所感悟。
《医人说医》：医务工作者说与医疗有关的事，尽在《医人说医》！
《我来帮你问》：架起与名医名家沟通的桥梁，为您的健康支招。
来稿请洽：snj120@sina.com。一经刊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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